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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20/01/01 - 2020/06/30 

金額 芳名 

 
NT$1100000 善心人士 

NT$500000 朱浩華、朱陽華 

NT$300000 定利開發有限公司、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臺雅國際慈善基金會 

NT$260000 善心人士 

NT$250000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偉聯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NT$200000 航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馬德麟、陳美英、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NT$100000 于緒洋、吳鄭註仔.吳雯玉、徐淑蓉、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

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新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億光文

化基金會、彭蔭剛 

NT$66990 財團法人臺北市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NT$56971 善心人士 

NT$50000 天和企業有限公司、金慈中、許盛信、陳淑美、黃文興 

NT$31800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NT$30000 台北永東扶輪社、江碧琪、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鄭高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祥和工程有限公司、陳李玉惠 

NT$29900 善心人士 

NT$28000 善心人士 

NT$26560 善心人士 

NT$24600 善心人士 

NT$23372 中獎發票 

NT$20000 王正、周建炎.周吳美、林學昌、洪紅足、胡嬋娟、高立茀、許樹根、黃齊貞、蕭

綾悅、薛福生、禮麒律師事務所、羅英華 

NT$18000 劉燦芬.陳中明.陳人仙 

NT$16900 善心人士 

NT$15000 張裕盛、善心人士、鮑治華 

NT$14700 陳浴生 

NT$12000 馬繼爰、許仁壽、陳建仁 夫婦、童愛華、楊藍素霞 

NT$10020 蔡穎生 

NT$10000 丁柏森、丁柏森、于中中、王宏智、王宏智、王宏智、王絢玫、聿凱企業有限公

司、宜大景觀工程有限公司、宜蘭西區扶倫社、林子捷、林吳寶桂、林志展、林

銀村、邱一、邱莉敏、胡珮瑤、倪周鋒、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

高級中學、孫佳玲、徐一立、徐文平、徐宇梅、益協實業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

北市天主教耶穌孝女會、高儷文、國亦興企業有限公司、崔莉、張桂珠、張景嵩、

梁倩、莊天賜、莊佑全、莊惠娟、許瑞卿、許樹根、許樹根、陳祐聖、陳靜慧、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黃牧文、黃牧文、黃金城、黃金章、楊力融、楊黃碧葉、劉善香、劉

德香、蔡萬福...等、鍾睿軒、鞠忠誠、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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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

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NT$9600 隱名氏 

NT$9000 劉菊梅 

NT$8000 林明毅、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蔡滿、盧坤宏、賴惠美 

NT$7655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NT$7000 呂欣蕓、林萬芳、張麗莉 

NT$686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NT$6800 中獎發票 

NT$6700 丘英元記帳士事務所 

NT$611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07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050 洪明怡 

NT$6000 王文毅、江翠英.李詣斌、何元仁、何明翰、吳素蘭、李鴻倩、李瓊瑤、林志誠、

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庭玉、林淑滿、林瑞芳、林琬瑩、

姜仁皇、洪紅緞、高志源、張玉英、張立勳、張芳瑜、許志芬、陳一如、陳吳淑

貞、陳孟君、陳泓宇、陳盈臻、黃中謙、董月琴、劉正國、劉玉緞、歐淑芳、蔣

丹蒙、蔣敏君、蔡仁智、蔡桓宇、鄭文維、鄭明威、賴慧青、謝國志、謝賢昌、

魏張麗華.陳月女 

NT$597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

教修女會 

NT$5700 中獎發票、施孟君 

NT$565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600 中獎發票、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NT$541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101 南山人壽 

NT$5000 王余惜、王高金時、王高金時、王雀珍、王雅慧、王德強.陳姿宇.曾強瑋.曾光祖、

余翠如、吳明權、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曜銓、

李秀玲、李榮齡、林長清.徐柏楨、邵秋菊、邱瑪黎、柯怡如、洪揚、洪揚、洪揚、

胡珮瑤、唐瑞玉、孫遜.孫婷.孫文禮、翁瑋瑋、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道明傳教

修女會、張美華、張貞婉、莊惠娟、許溱芸、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

郭金玉、郭金玉、郭美賢、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怡方、

陳怡方、陳秋萍、陳若竹、陳若竹、陳若竹、陳朝欽、陳紫薇、陳維強、陳維強、

陳維強、陳維強、陳鳳文、曾嬌娥、曾寶山、游月嬌、游張淑春、游慶男、童炳

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

愛心箱、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燿宇、源盛爐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

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葉

士華、劉明政、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蕭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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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幼玲、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嬌、鍾素鶯、

顏宗養、顏宗養、顏宗養、羅文玲、羅文玲、羅文玲、涂其木、燁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NT$4800 王雪花 

NT$4600 王惠珠、龔蓓娟 

NT$4500 林正基 

NT$4350 孫玉美 

NT$4000 毛秋臨、毛秋臨.魏志剛、余榮隆、周榮安、許聰敏、陳俊叡、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劉松輝、劉松輝、劉松輝、戴妤麟 

NT$3844 元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NT$3700 劉菊梅 

NT$3600 陳秀鑾、黃王錦華、趙雪峰 

NT$3500 王雙雙、林少琦、張志偉、陳美霖、陳益謀、陳益謀 

NT$3350 樓芮瑞玲 

NT$3300 陳林詩、陳林詩、陳林詩、陳俊生、陳俊生、陳俊生 

NT$3100 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 

NT$3015 姊弟三人 

NT$3000 方浩鑒、王信貴、王美華、正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甘耀華、何明珍、何添玉、

吳秀燕、吳采嫺、吳瓊蘭、李阡言、李佳玲、李宗倍、李春桂、李春桂、李素伶、

李通明、李耀彰、杜玉蓉、周裕憲、林依晨、林煌輝、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

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麗雲、厚信機械有限公司、姜榮坤、星彩科技有限

公司、洪秋萍、凌永富、孫雪嚴、徐秀文、徐瑞琪、徐鴻發、翁素美、翁素美、

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耿李靜貞、耿李靜貞、高潔國際有限公司、

張子英、張子英、張子英、張兆雲、張兆雲、張秀琴、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

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張雪鳳、張靜釹、晨堡有限公司、曹淩帆、梁秋香、

笠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莊碧娟、許惠真、許惠真、郭文川、郭美玲、陳又瑜、

陳少榮.曹淑芬、陳文興、陳孝仁、陳志貞、陳富美、陳霈萭、陸晉、陸晉、陸晉、

陸晉、陸晉、陸晉、陸莉莉、彭玉儀、曾玉娟、曾雅玲、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黃久芳、黃光超、黃河璇、黃美麗、黃鈞淇、黃雅眉、黃馥瑜、楊政憲、楊惠瓊、

楊錦成、楊錦成、葉惠禎、葉黃玉、葉黃玉、廖朝賢、趙淑芬、劉峻昌、樊硯芬、

潘允中、蔡丁財.陳美華.蔡建維.蔡珮均、蔡美香、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

孝模、鄭孝模、鄭孝模、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 

NT$2923 李雪琴 

NT$2600 徐小姐 

NT$2500 丁柏生、王純粹、古秀珍、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杜寶月、唐哲維、黃秀卿、

黃欣怡.莊文建 

NT$2440 藍文鈴 

NT$2308 楊泠慧 

NT$2200 卓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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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190 楊景昌 

NT$2120 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 

NT$2100 張鈞尖、傅美麗、劉海娣、蘇桐桐 

NT$2028 張玲玲 

NT$2000 大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

王仁潔、王文江、王正芳、王正芳、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李富貴、

王李富貴、王李富貴、王建國.游美翠、王素芬、王高慶、田貴秋、田貴秋、田貴

秋、江翠瑛、吳文宗、吳芷芸、吳金寶、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

重慶、吳義民、宋文鑫、宋火煉、巫志庭、李永賢、李永賢、李永賢、李宗倍、

李張靜芬、李通明、李獻琛、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李翊瑋、沈夢

琳、沈夢琳、沈夢琳、沈學志、汪其川、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

明賢、周明賢、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林沐樂、

林明蘭、林柏瑢、林美惠、林倩如、林純衣、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

林淑敏、林淑敏、林陳阿珠、林湘芸、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詹

鏡、林憶如.陳榮昌、林憶如.陳榮昌、林麗淑、玩水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芳誠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智宏、施亮

如、施貞延、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

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廷菊、洪茶、洪義村、范珮珠、唐道生.唐浩

生、徐若榛、徐運興、馬維璘、高予林 闔府、高同、高玫瑰、高美滿、張苓、

張晉嘉、張錦雲、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曹美英、

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莊子勇、莊韡翔、莊韡翔、莊韡翔、

莊韡翔、郭金菊、郭憲三、陳巧玲、陳玉蓮、陳玉蓮、陳秀嬌、陳和雄、陳俞儒、

陳昱仲、陳昱仰、陳昱伃、陳盈勻、陳培英、陳淑美、陳淑貞、陳黃滿、陳愛玲、

陳愛玲、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

陳穎萱、陳靜雯、陳靜儀、陸詩梅、彭昇龍、彭思鵬、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

游崇輝、游崇輝、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黃名鼎、黃宇辰、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

黃州安、黃幸先、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雪貞、

黃達豊、黃奭毓、黃翊軒、黃閮晏、楊碧雪、楊碧雪、源本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董惠碧、鄒美娥、廖宙、

廖美玲、趙若淇、趙若淇、趙若淇、劉芷伶、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

劉儀君、劉儀君、劉蔭娟、歐珞棋、蔡懿馨、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

鄭廖平、鄭廖平、鄧志山、賴文昌、賴理利、賴雅惠、賴嘉綺、龍湘敏、龍湘惠、

謝正浩、謝麗英、鍾秀梅、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

簡臣步、簡臣步、簡臣步、簡哲偉、闕吳純真、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

杰、顏志杰、顏志杰、顏秋玲、魏氏兄妹、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

魏秀蓮、魏秀蓮、羅瑞燕、譚秀娟、籃雅寧、籃雅寧、籃雅寧、蘇桐桐、酈時洲.

酈時灝、佘曉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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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700 陳幼冰 

NT$1691 蘇昭蓉 

NT$1620 劉陳張錢 

NT$1600 王珮如 

NT$1518 林淑娟 

NT$1500 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昌年、王純粹、王純粹、

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江宗育.江俊霖.江宗澤、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李沼

濱、李榮炘、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嘉音、林

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施佳利、張雅婷、梁雪琴、郭明月、

善心人士、黃正偉、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

陳靜如、詹德仁、劉玉紅、劉玉紅、劉玉紅、蔣武梅、謝宜岑、鍾小元、譚岑岑、

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蘇桐桐、蘇桐桐、蘇桐桐、蘇劉碧玉 

NT$1436 張素珠.張素萍 

NT$1433 何奕陞 

NT$1400 曾云珍、黃寶萱 老師、黃鈺珺、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 

NT$1356 善心人士 

NT$1346 簡足鳳 

NT$1333 游家祥 

NT$1300 林瑞啟 

NT$1265 陳錦明 

NT$1200 王玉霞、王家偉.王家仁.王家恩.鐘瑞足、仲崇芬、吳尹文、吳昱承、吳芩宜、宋

松年、宋奕萱、宋奕旻、李天助.林碧珠.李格生.李范招.胡文.胡李秀、李秀嬌、李

明瑾、李盈儀、李桂華、李麗貞、杜瓊肌、林明輝、林臺輝、施月琴、為向科技

有限公司、徐小姐、高福源、張淑琍、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

郡、彭子郡、彭評、彭評、彭評、彭評、彭評、彭評、黃秀鳳、黃昇輝、黃昇輝、

黃冠蓁、鄒美娥、鄒美娥、廖八美、劉益華、賴秀美、謝政哲、謝錦桂、簡志霖.

林隆貞、魏陳麗真 

NT$1183 徐玉蓉 

NT$1100 善心人士 

NT$1020 陳美智 

NT$1000 Chinyi Lin、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俊宏、丁

榮國、孔慶隆、孔繁傑、方惠瑛、王文福、王正芳、王正芳、王正芳、王玉貞、

王志勇、王宜芝、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泳緹、

王金桃、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堯、王建國.

游美翠、王建國.游美翠、王秋容、王美玲、王素蘭、王培元、王張寶珠、王銅鐘、

王際喬、王際喬、王際喬、王錫圭、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

王錦豐、王鏘魁、王騰樂、王姵茹、王喣棋、正元報關有限公司、正元報關有限

公司、田愛雲、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伍開賢、

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任意仙、宇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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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彬、朱盈達.王慧萍、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

朱凱鈴、朱善文、朱榮玲、朱榮玲、朱榮玲、朱榮玲、朱榮玲、朱榮玲、朱碧娟.

張鋒銘、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春喜、江春喜、

江春喜、江昭芬、江昭芬、江昭芬、江桂枝、江桂枝、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

江瑞源、江瑞源、江賢哲、江謝雅正、江顯揚、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

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玉梅、何沛筠、何桂真、何

陳美智、何麗卿、何琇媛、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彥頻、余啟仁、

吳至真、吳宛臻、吳明施、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

吳采嫺、吳金池、吳俊葦、吳春昤、吳昭蓉、吳玲娟、吳美英、吳家振、吳國振、

吳梅英、吳惠芬、吳惠芬、吳湘莉、吳義華、吳鳳嬌.呂悅瑜、吳慶田、吳賴雪芬、

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薏菱、呂秀緞、呂怡

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

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聯鎰、呂聯鎰、呂聯鎰、呂聯鎰、呂寶如、呂寶如、

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宋健昌、宋健昌、宋健昌、李如玉、李佳芹、

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佩蓉、李季芷、李宗倍、李昇榮、

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

李枕華、李玥羚、李金玫、李冠杰、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

李昱鋒、李柏勤、李美芳、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涔瑛、李

華德、李蔡釗、李謝美玲、李忻柔、李筱琪、沈桂華、沈桂華、沈桂華、沈桂華、

沈桂華、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汪家宇、汪素秋、

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

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

卓青緯、卓俊廷、周川智、周仁和、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

周志清、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郁慈、周國雄、周啟雲、周啟雲、

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淑美、周淑娟、周許卻、周鈞瑩、周鈞瑩、

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鼎紘、周鼎紘、周鼎紘、周鼎紘、周福楠、

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燕燕、周麗華、周麗華、

周麗華、易承祚、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林仁淙、

林文成、林玉霞、林玉霞、林玉霞、林秀山、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林育嬌、

林育嬌、林育嬌、林佳吟、林佳辰、林佳錡、林怡景、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

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冠廷、林思震、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

林珊如、林珊如、林玲君、林盈孜、林盈孜、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

林貞慧、林貞慧、林家宇、林家瀅、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

林珠玲、林純玉、林清同、林清雄、林清雄、林惠冠、林惠冠、林惠冠、林進發.

林冠伶、林進發.林冠伶、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雅雯、林瑞芳、

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詹鏡、林增潭、林賜龍、

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露露、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

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

邵麗惠、邱光宇、邱李順妹、邱娟嫈、邱惠芬、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



PntDate:2021/6/9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PgNo:7/

20 

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20/01/01 - 2020/06/30 

金額 芳名 

 
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稚宸、邱稚宸、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

顯貴、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淼、長鴻國際人

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

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

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

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

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 

NT$1000 姜心瑜、姚慶海、施志學、施昶如、柯有聰、洪廷菊、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

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胡吉輝、胡宇光、胡佩君、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

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倪藝嘉、唐睿恩、唐邇慈.劉春秀、孫永昌、孫永昌、

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

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玉翠、徐德蘭、徐德蘭、

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

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翁古素琴、翁邦基、翁蘇貞美、袁宗莉、袁宗莉、

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馬欽祥、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

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曾鶴雲、高曾鶴雲、高鈺琦、高鈺琦、商千儀、

常肇芬、康佩芬、康瑞宜、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

張元愷.張祐瑋、張元愷.張祐瑋、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

張文玲、張文斌、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正吉、

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

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希良、張貝穗、張貝穗、張美芳、張美芳、張美芳、

張美芳、張美鳳、張素卿、張崇緯、張啟東、張涵鈺、張涵鈺、張涵鈺、張惠美、

張嘉莉、張嘉莉、張嘉莉、張嘉莉、張嘉莉、張嘉莉、張碧芬、張鳳如、張龍樹、

張懷瑜、張綦芳、戚鳳月、梁玉靜、梁瓊文、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

莊文君、莊文君、莊永和、莊志明、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

莊宗毓、莊浩智、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許羣華、

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許玉樺、

許玉樺、許美華、許美嬌、許徐秀.許全進、許健銘、許淑珍、連美智、連美智、

郭又嘉、郭雨筑、郭亮雪、郭家祥、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

郭家豪、郭麗玲、陳卜瑛、陳卜瑛、陳卜瑛、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

陳介民、陳介民、陳文山+豪、陳月汝、陳玉英、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

光義、陳余生、陳余生、陳克程、陳秀鈴、陳秀蘭、陳秀蘭、陳秀蘭、陳佩伶、

陳佩琳、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明珠、陳亭君、陳亭君、

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亮杰、陳亮杰、陳俞儒、陳俞儒、陳宣孝、

陳宣孝、陳思琪、陳春娥、陳春焰、陳秋月、陳美芬、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

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虹安、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

陳衍中、陳時建、陳海茂、陳珮瑜、陳益謀、陳素秋、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

陳偉明、陳偉明、陳國治、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

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淑女、陳淑麗、陳淑麗、陳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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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陳淑麗、陳淑麗、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

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順福、陳鈴宜、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

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蓓丹、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

德文、陳憲聰、陳蕙如、陳膺瀚、陳璽光、陳瓊瑛、陳鵬文、陳鵬文、陳鵬文、

陳鵬文、陳儷文、陳儷文、陳紘志、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

陸正康、傅芳琦、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禹玟、

曾梅香、曾梅香、曾淑君、曾淑瑛、曾麗娟、曾耀瑩、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

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游小姐、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

游沛蓁、游漾池、游漾池、游漾池、游漾池、游駿諺、游駿諺、程弼筠、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華飛宇、辜長森、黃三郎、黃三郎、黃士容、黃今鈺、黃今鈺、

黃今鈺、黃文鏗、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紅華、黃香霖.

郭文賓.郭祐誠、黃海珍、黃素珠、黃棋鈴、黃棋鈴、黃琪琳、黃嘉莉、黃維琳、

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儀婷、黃馨毅、楊正男、楊安疆、

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

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

楊訓聰、楊國瑞、楊勝為、楊華、楊嘉源、楊與齡、楊麗惠、源士林(汀州店)、

源士林(汀州店)、源士林(汀州店)、溫淑惠、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

萬波笛、萬波笛、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

美榮、葉任平、葉任平、葉光恆、葉振華、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

葉德香、葉蔡慎、葉蔡慎、葉瀚丞 

NT$1000 葉苾芝、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鼎芳、董榮華、

詹月幼、詹月幼、詹佩蓉、詹定國、詹金莉、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

詹景如、詹景如、詹麗華、鄒逸蘭修女、廖于霈、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

文綺、廖文綺、廖忠孝.梁玉靜、廖忠孝.梁玉靜、廖美柔、廖美柔、廖婉玲、甄

雨琪、趙家慷、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琇芬、

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劉文玲、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

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劉志銘、劉沛明、劉秀雲、劉亞鳳.王克勇、劉季鑫、

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幸宜、劉玥玟、劉美妦、劉美妦、

劉美妦、劉美妦、劉韋志、劉國銘、劉國銘、劉國銘、劉國銘、劉國銘、劉國銘、

劉培玲、劉婉婷、劉梅英、劉雪芳、劉楚荊、劉楚荊、劉琮源、增昌行、增嘉行、

廣錸金屬企業社、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蔡志勇、

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怡珊、蔡明慧、蔡明慧、

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采家、蔡洪許祝、蔡美珠、蔡美珠、蔡美

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靜、蔡振宗、蔡婉儀、蔡智玲、蔡逸琛、蔡

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瑞容.鄧倩慧.鄧慧慧、蔡慧玲、

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靈芝、蔡旻閔、鄭兆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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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芳名 

 
鄭兆翔、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秀娟、鄭泓耀、

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泰毓、鄭莉娟、鄭勝然、鄭勝然、

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媛元、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鄭鍾敏、

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鄧孔彰、黎美杉、戰嘉輝、盧東岳、

盧東岳、盧東岳、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靖璇、

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盧濟明、蕭逸亮、蕭耀文、蕭耀文、

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嘉傑、

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賴擁慶、濮貽林、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

薛芳芝、薛芳芝、薛惠琪、薛惠琪、薛惠琪、薛智仁、謝文鳳、謝水蓮、謝水蓮、

謝水蓮、謝水蓮、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志成、

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秀臣、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

謝芳真、謝芳真、謝美枝、謝美枝、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

謝敏貞、謝惠美、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鍾佳琦、

鍾欣穎、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

隱名氏、簡文隆、簡志宬、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

簡雪芳、簡雪芳、簡黃鳳妹、簡慈云、簡韶瑩、闕河清、顏崇仁、魏玉珊、魏如

芳、懷恩、懷恩、懷恩、羅智琛、羅簡月桂、譚克宏、嚴文品、嚴蘭欣、籃雅寧、

蘇明慧、蘇俊生、蘇家瑜、蘇家鈴、蘇桐桐、蘇桐桐、蘇桐桐、蘇詩方、蘇衡、

蘇寶蓮、釋依初、顧愷晨.顧詠昌.許素珠、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

龔郁涵、龔郁涵、龔豫傑、涂崑成、龎文麗、龎筠、龎筠、龎筠 

NT$999 黃淑君 

NT$995 善心人士 

NT$933 盧子雅 

NT$900 文德女中一年真班、方莞淳、張敏忠、善心人士 

NT$870 宋昱豐 

NT$844 王寶慧 

NT$800 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

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馬郁鈞.

馬郁婷.錢品程.錢以芸、連瑤琳 

NT$766 善心人士 

NT$750 張哲豪、張哲豪、楊秀玲、楊秀玲 

NT$725 林宜樺 

NT$700 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柴苑生.柴維沄.張孟歆.柴

育楨.柴銘邦.柴梁湘蘭.張芝婷、許典、許典、許典、許典、許典、許典、曾玉芷、

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黃寶萱 老師、黃寶萱 老師、道明

中學高二.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二 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2A班全體

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2A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

國二.8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二 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二 1班全體同學、

道明中學國二 8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三 2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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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同學、廖春櫻、廖春櫻 

NT$684 王家瑋 

NT$650 蔡尚庭 

NT$621 張凱翔 

NT$617 陳怡君 

NT$602 賴漫純 

NT$600 王宏銘、王阿菊、王湄齡、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冉兆君、

史澤賢、江雪雲、江雪雲、何正江、何佩儒、何佩儒、何佩儒、余玉蘭、巫淑蘭、

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李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國榮、

李淑娥、李蓮村、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杜麗卿、

沈沛綺、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玉、林沐樂、

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敏瑞、林稚庭、林賜煙、林曉晴、

林鈺婷、邱佳萱、洪明怡、洪得維、胡招彩、胡素卿、韋文弘、徐才淵、徐桂君、

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高全德、張天富、張佩凌、張芷瑄、張芷瑄、

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洛羚、張洛羚、張郁政、張國祐、張莉莉、

許文瑟、許秋蘭、許家瑜.曾淑桃.許筑婷.許凱翔.許瑞麟、郭怡君、郭武雄.郭陳麗

秋、郭桂英、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建彪、善

心人士、楊鍾徹、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葉慧貞、

詹素桃、廖君桓、廖君桓、廖君桓、廖孜桓、廖孜桓、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

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蔡立蓉、蔡立蓉、蔡立蓉、蔡立蓉、

蔡立蓉、蔡立蓉、蔡明宏、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

賴美珍、鍾昕恩、簡睦龍、蘇楚棋 

NT$599 陳逸柔 

NT$588 善心人士 

NT$587 柳沛昕 

NT$550 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陳明琡 

NT$538 宋長有 

NT$530 杜金泓 

NT$520 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 

NT$515 徐心珮、徐心珮、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 

NT$510 王阿菊 

NT$507 羅傳鈞 

NT$500 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九七、千年冰水晶玉石店、

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

千年冰水晶玉石店、王李素鑾、王李素鑾、王秀琳、王秀琳、王冠、王冠、王冠、

王冠、王冠、王冠、王春慧、王容、王振驊、王淑芳、王淑芳、王惠娟、王惠娟、

王翠芬、王錦華、王顯文、生百興業有限公司、朱世梓、朱世梓、朱美貞、朱美

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

靜芸、朱靜芸、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何元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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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仲、何東豐、何炎雄、何美麗、何曾春、余文芳、余家騏、余家騏、余振漢.

余家瑩.王涵庭、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吳有欽、

吳沂蓁、吳秀貞、吳秀貞、吳來菊.吳仁太.吳保賢.許文宗、吳定中、吳采嫺、吳

長恩、吳長恩、吳長恩、吳長恩、吳長恩、吳長恩、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

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

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

吳美慧、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哲宏、吳雪嬌、

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

吳鼎昌、吳鴻慶、吳筱慧、呂志宏、呂哲青.盧麗君、呂雪鳳、呂雪鳳、宋甄甄、

李方絹、李宏彥、李宏彥、李秀琴、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

李孟書、李宗倍、李宜蓁、李宜蓁、李宜蓁、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

李承紘、李承紘、李易俊、李昀叡.李政寬.李亮頡.王淑珍、李松貞、李松貞、李

松貞、李松貞、李松貞、李松貞、李沼濱、李金葉、李威豫、李昱儒、李昱儒、

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若婷、李振義、李泰裕.

李惠敏、李添福、李添福、李紹華、李紹華、李紹華、李森松、李森松、李森松、

李森松、李楊金香、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嘉芳、李蔡釗、李蔡釗、李蔡

釗、李蔡釗、李昶熹、李豋銀、李恒彰、杜美慧、杜張聖修、周任中、周任中、

周任中、周志雄、周辰芳、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

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成、周修竹、周福楠、

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蓮秀、周蓮秀、周筱蓉、宛兆宏、宛兆宏、

宛兆宏、岳媛、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

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

公司、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月里、林月里、

林月里、林月里、林月里、林月里、林木言、林弘政、林永紳、林永紳、林先生、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吳瑞娥、

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志強、林志強、林佳樺、

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佩嫻、林怡秀、林怡秀、林怡辛、林怡辛、

林炎英、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冠廷、林昭伶、林玲君、

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美智、林素惠、林得正、林得正、

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林瑞啟、林瑞瑜、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

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憲章、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

林靄妏、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讌米、林讌米、

林讌米、林讌米、邵栢嘉、邱玉文、邱玉文、邱玉文、邱雅萍、邱榮俊、金進雄.

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

雄.孫肇祥、金淼、金淼、金淼、金淼、侯貞如、姚逸興、姚逸興、姚逸興、柯許

阿完、柯慶築、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于涵、洪秋萍、

洪秋萍、洪偉倫、洪偉倫、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洪習栯、

洪博玲、洪博玲、洪博玲、洪毓娸、洪銘鍵、洪驊成、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

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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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

公司、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家昕、范祖偉、

范雅淋、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郎明寬、郎慧玲、郎慧玲、

倪佳騏、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峻碕土木包工業

-呂聯棋、徐天仙、徐天仙、徐天仙、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

徐玉珍、徐金波、徐偉程、徐淑琪、徐淑萍、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

徐雪媄、徐雪媄、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翁志欽、

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禮祺、袁啟泰、袁啟泰、馬毓穗、

馬毓穗、高月美、高全德、高全德、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高雅慧、

高雅慧 

NT$500 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張女+勻如、

張金福、張金蓮、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郁政、

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家明、張家豪、張惇涵、張惇涵、

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

張淑齡、張華軒、張嘉芳、張鳳來、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

麗娟、張蘇淑花、張儷齡、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殽、梁育君、梁

育君、莊金福、莊珮甄.林宏達、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

台雄、許正、許正、許正、許正、許正、許正、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怡

龍、許怡龍、許怡龍、許家輔、許家輔、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

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純、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

許智亮、許毓芳、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培、

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瑞玲、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

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

連銘彥、連銘彥、郭彥志、郭彥志、郭彥志、郭美麗、郭哲瑜、郭家琪、郭家琪、

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家琪、郭素娥、郭梅玲、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

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廖美玉、郭廖美玉、郭廖美玉、陳文君、陳文君、

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宇淇、陳安平.陳芳玲、陳宏袁、陳志村、

陳來旺、陳佩君、陳念慈、陳怡伺、陳秉星.陳相伊、陳芳玲.陳瑞文、陳品伊、

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榮、陳建豪.黃芷宜、陳春晴、

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美櫻、陳素娥、陳素娥、

陳素娥、陳素碧、陳國瑤、陳梅香、陳淑娟、陳淑娥、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

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

陳婷育、陳婷育、陳琳婷、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

陳進福、陳雅華、陳雯玲、陳雯雯、陳順慈.林姿宜.陳廷瑜.陳廷愷.陳詩捷、陳鼎

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滿盈、陳緒霆、陳緒霆、陳

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鄧美、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

陳燕燕、陳燕燕、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營和、

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謐、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

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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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

曾淑芳、曾淑芳、曾瓊慧、游黃燕卿、程玉華、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

宏、程顯宏、程顯宏、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善

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

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華

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氏裝、

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

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黃玉鳳、黃印榮、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

黃育淇、黃育淇、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秋燕、

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

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

黃棋鈴、黃敬雅、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維君、

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

黃瓊文、黃瓊文、黃麗真、黃麗真、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

黃麗蕙、楊雅淳、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錦香、

楊錦香、楊錦香、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葉仁傑、

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忠賢、葉忠賢、葉惠禎、

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朝和、葉雅玲、葉慶昌、董吉麟、

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詹怡娜、詹怡娜、詹怡娜、詹寬智、

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

詹潤妹、詹潤妹、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雷智凱、

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美玉、廖淑緣、廖淑緣、

廖淑緣、廖淑緣、廖淑緣、趙麗蓓、劉一璇、劉廷峻、劉沛明、劉佳姿、劉岱瑞、

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林月香、劉金美、劉阿鎮、劉阿

鎮、劉阿鎮、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劉紅玉修女、劉

若蓁、劉恩豪、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 

NT$500 劉淑貞、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慧玲、劉慧敏、

劉蔡市、劉曉靜、劉麗珠、劉琬琪、劉琬琪、潘炎億、蔡克敏、蔡宗明、蔡宗明、

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

蔡俊男、蔡婉婉、蔡逸琛、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

蔡魏龍、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素霞、鄭梓辰、

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凱云、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

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雲玲、鄭雲玲、鄭榮森、鄭榮森、鄭慶龍、鄭慶龍、

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

鄭蘭生、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鄧春欣、鄧春欣、

黎美杉、黎美杉、盧沛晴、盧玲吟、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

蕭佳玲、蕭雅芬、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霍啟明、霍啟明、霍

啟明、霍啟明、霍啟明、霍啟明、龍瀛珊、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

戴美芳、戴美芳、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吳票、謝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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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州融、謝州融、謝明玲、謝明玲、

謝明玲、謝明玲、謝明玲、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

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

謝英睿、謝悅齡、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德宗、

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謝慕諴、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

謝曜全、謝曜全、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鍾沂庭、

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

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隱名氏、隱名氏、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

簡文亮、簡文亮、簡玉屏、簡玉屏、簡玉屏、簡宏翰、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

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

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

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美、顏葉富

美、顏葉富美、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培禹、羅培禹、

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

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麗雪、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

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蘇秀淑、蘇桐桐、蘇桐

桐、蘇桐桐、蘇桐桐、蘇楚棋、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

瑞廷、龎筠、龎筠、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 

NT$486 許德全 

NT$446 黃兆琳、黃冠情 

NT$434 莊上嬋 

NT$431 林吟恣 

NT$421 詹允佳 

NT$400 方王金碧、王筱喬、朱家珍、李宗軒、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

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

家、高思偉、高思偉、高思偉、高思偉、張素敏、張靜玫、曹清山、陳錦榮、陳

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麗如、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

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素麗、

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善心人士、鄞晉瑜.鄞書瑜.鄞庭瑜.

鄞秀蘭、劉光哲、劉恩豪、劉恩豪、劉恩豪、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

鄭倚庭、鄭倚庭、薛顯宗、涂國珍 

NT$371 蕭宜蓁 

NT$364 善心人士 

NT$353 許鈺雯 

NT$350 王芊莉、王芊莉、林昀暄、彭敬樸、黃立瑩、潘月英 

NT$345 王金龍 

NT$333 吳秋涵 

NT$322 呂家榮 

NT$320 黃筱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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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16 陳麗瓊 

NT$315 胡秀雯、莊月霜、莊月霜 

NT$312 陳麗秋、劉瀞涵 

NT$310 吳宏睿 

NT$300 Jocelyn、KEN、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尹鴻道、

王心慈、王汪鳳鶯、王承源.黃柏雅.王煥睿、王婉華、王淑月、王順弘、王靖菱、

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嘉慧、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

王維剛、王維剛、王維剛、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

江欣子、江欣子、江國堂、余大煜、余大煜、余秀筠、余秀筠、余亞玲、余昌玉

梅、余昌玉梅、余清山、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

吳小姐、吳玉燕、吳承軒、吳明維、吳玫茹、吳瑞琬、吳瑞琬、吳學楨、吳學楨、

吳學楨、吳學楨、吳學楨、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

呂承恩.呂悅瑜、呂曼寧、呂銘輝、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

珈、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育辰、李佩韓、李怡靜、

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采蓁、李家誼、李喜評、李芊樺、

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

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周

台玉、宛兆宏、林廷霖、林廷霖、林廷霖、林育陞、林昱成、林玲君、林科宏、

林淑娜、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慧玲、林慧玲、

林慧玲、林慧玲、林燕翎、林淂菣、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

邵巧然、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健清、金健清、

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侯高玉蘭、侯高玉蘭、侯高玉蘭、施怡如、

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

洪晨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瑞宏、洪瑞宏、

洪瑞宏、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唐愛蓮、唐愛蓮、

徐天仙、徐天仙、徐天仙、徐良蕙、殷凱黎、袁書蘋、袁啟泰、高江圳、張玉新、

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宥寧、張家綸、張徐文章、張偉

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敏忠、張敏忠、張敏忠、張

嘉麟、張碧珍、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郭孟茹、

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桂英、郭桂英、郭桂英、

郭桂英、郭彩玉、郭欽陽、郭欽陽、郭欽陽、陳文洲、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

陳玉燕、陳玉燕、陳坤隆、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定、陳芳玲.陳瑞

文、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威宇、陳春美、陳國治、陳基峰、陳基

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

淑美、陳登崑、陳登崑、陳登崑、陳登崑、陳瑞文、陳瑞文、陳瑞文、陳輝凰、

陳昜志、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陸文楨、陸文楨、

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

傅淑芬、彭世雄、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曾淑櫻、

游宗祐、游宗祐、游宗祐、游宗祐、游宗祐、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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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麗珠、游麗珠、程安育、程薏如、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

童月慧、善心人士、黃玉佐、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耀樂、黃騰

儀、楊孟玄、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葉佩綺、葉

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

葉松輝、葉松輝、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雅玲、葉權富、

雷建和、廖美玉、廖清香、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

劉家宏、劉家盛、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信伊、

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慶祥、蔡玉蓮、蔡如珍、蔡如珍、

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依璇、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

蔡孟娟、蔡孟娟、蔡青熹、蔡鶴鳴、蔡鶴鳴、蔡鶴鳴、鄭雯、鄭雯、鄭雯、鄭雯、

鄭雯、鄭雯、蕭富裕、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龍美真、戴宛臻、謝

宇軒、謝宗朴、謝宗朴、謝錦靜、隱名氏、隱名氏、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

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

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蘇鐘霖 

NT$295 黃惠敏 

NT$292 陳明宏 

NT$281 鍾清保 

NT$270 翁有加 

NT$267 林佳羚 

NT$266 張晰晶 

NT$265 張廷宇 

NT$260 李恩慈 

NT$250 邱奕霖、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徐緯麟、彭敬樸 

NT$249 陳璽宇 

NT$236 張宏光 

NT$225 何權祐 

NT$215 洪素真 

NT$214 林湘溱 

NT$206 善心人士 

NT$200 于卓英、中獎發票、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仇桂美、支秉傑、王小

蓓、王小蓓、王中瀧.周舒嬌、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明

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健蘅、王御愷、王淑月、王

煒宣、包庭瑀、朱奕哲、朱奕哲、江沛璇、江沛璇、江國堂、何秀美、余桂伶、

余桂伶、余啟文、余啟文、吳佩蓉、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

吳明吉、吳玫茹、吳勇勳、吳勇勳、吳勇勳、吳晨睿、吳陳滿、呂王素治、呂王

素治、呂王素治、呂秀雄、呂秀雄、呂秀雄、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敏雲、

呂銘輝、呂銘輝、宋耀富、李育辰、李佳玲、李佩韓、李宗軒、李宗軒、李承育、

李柏霆、李珍慧、李家誼、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

李喜評、李麗鈺、杜幼惟、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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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儀、周黃金綠、周麗新、周彣翰.周淑英.唐永和、林杉茂、林孟筠、林孟筠、

林孟筠、林金在、林奎汶、林玲君、林淑娜、林許茶、邵陳月雲、邵陳月雲、邵

欽華、俞家維、姚昌明、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姚素霞、洪宗佩、洪明惠、

洪晨睿、洪晨睿、洪晨睿、洪晨睿、唐愛蓮、唐愛蓮、唐愛蓮、唐寶惠、孫樹涓、

徐三梅、徐小姐、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

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徐屬銘.徐甫萱.張塾枝、

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高雅雲、張尹瑄、

張尹瑄、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言鴻、張言鴻、

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

張言麒、張俊耀、張春發、張哲綸.張仟又、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

張素敏、張淑儀、張景翔.顏月媛、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

張欽聰、張曜麟.林郁玟、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

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戚鳳月、曹清山、曹清山、曹清山、曹清山、許文凱、

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月霞、許月霞、許廷豐、許美智、

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郭克蒂、郭芷瑜、郭菀渝、陳心怡、

陳心怡、陳心怡、陳心怡、陳心怡、陳心怡、陳月雲、陳玉琴、陳佩卿、陳佩卿、

陳孟璐、陳囿男、陳淑盈、陳淑盈、陳淑盈、陳淑齡、陸惠珠、彭秀霞、彭義介、

曾玉如、游秀英、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芬、黃士婷、黃亭熒、黃亭熒、黃亭

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

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壹姍、黃敬雅、黃敬雅、黃

慶春、黃鄭純.黃國維.黃淑君、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

君、楊子毅、楊美惠、楊美惠、楊美惠、楊羿涵、楊連旺、溫秋子、溫秋子、溫

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葉玟妤、葉玟妤、葉玟妤、葉玟妤、葉玟妤、

葉玟妤、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詹林阿月、詹御

豪、鄒明秀、廖杉郎、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劉

昌偉、劉昌偉、劉昌偉、劉昌偉、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

劉淑芳、劉碧珠、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曉慧、

劉曉慧、劉曉慧、劉燕臻、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

娥、潘李淑娥、蔡承翰、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

蔡賴秀琴、鄭春黎、賴小姐、賴品岑、駱旭民、駱致力、謝英睿、謝英睿、謝靜

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

孟庭、鍾孟庭、鍾英弘、隱名氏、韓保印、韓保印、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

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嚴淑美、

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蘇俊益、蘇俊益、蘇俊益、蘇俊益、

蘇姵瑜、釋達如、龔士哲、涂國珍、涂國珍、涂國珍 

NT$199 王昭媛 

NT$180 林耀遵 

NT$172 許榮宏 

NT$166 廖妤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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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65 郭芷綺 

NT$162 郭湘菱 

NT$160 陳奕伊 

NT$150 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楊博宇、蔡艾靜、蔡艾靜、

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 

NT$132 曾琬婷 

NT$130 王冠陵.林依萱 

NT$129 潘沅芑 

NT$120 王培政、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李婉慧、周孫益、林明炎、林瑞龍、

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邱德生、陳佩萱 

NT$119 沈書萱 

NT$115 宋進祐、沈璋、偕志語、偕莉妍、張宏光、張瑜晏、廖卉榛、蔡霈軒 

NT$114 陳清南 

NT$110 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 

NT$102 王仁浩 

NT$100 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小翰、王佩玲、王秋慧、

王秋慧、王秋慧、王美華、王健蘅、王培政、王培政、王培政、王培政、王御愷、

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鈞、王翠芬、王德偉、王斌、王煒宣、田

鑫、田鑫、田鑫、田鑫、田鑫、田鑫、任芷婷、地基主、朱玉珍、朱玫菁、朱盈

璇、何小姐、吳純美、吳寶治、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

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

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

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

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

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明德、李崇正、李瑞妙、李澤波、李芊芊、李翊豪、李

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

李栢霆.李欣憶、阮瑩瑄、周瓊儀、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

林伊瑩、林伊瑩、林先生、林妤珊、林宗明、林宗明、林竺瑩、林冠宇、林柏成、

林柏成、林柏成、林柏成、林柏成、林曉彤、林嶽山、邱桂妹、邱馨慧、邱馨慧、

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俞玉燕、俞玉

燕、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洪廷昌、洪宗杰、凌群貿、唐蔡阿麥、

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

殷凱黎、殷凱黎、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高世萍、

康綺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

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

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芷菱、張鈞富、張鈞

富、張嘉凌、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儷、張譽

寶、梁秀珍、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許善霞、許

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鴻祿、許瓊慧、許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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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

郭芳玉、陳世明、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蓮、陳佳雯、

陳宗承、陳怡君、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明華、

陳宥蓁、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珀鉿、陳美玉、

陳美玉、陳美玉、陳美玉、陳美玉、陳淑美、陳福壽、陳福壽、陳靜儀、陳靜儀、

陳靜儀、陳靜儀、陳瓔華、傅思萍、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

傅珮珮、單宜萍、單宜萍、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

曾永孚、曾永孚、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貴保 

闔家、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新旻、曾新旻、

曾新旻、曾新旻、曾新旻、曾新旻、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氏、賀氏、賀芬、賀芬、賀芬、賀芬、賀芬、

賀芬、賀芬、辜琮凌、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

文良、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金妤、黃茂勳、

楊文豊、楊文豊、楊初枝、楊初枝、楊初枝、楊初枝、楊素月、葉長庭、葉國杰、

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慶龍、解炳杭、解炳杭、

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

解夢芳、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黃依潔、詹黃

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

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

妹、趙莊明妹、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晨寧、

劉晨寧、劉晨寧、劉晨寧、劉晨寧、劉逸凱、劉曉慧、劉曉慧、滕以蔓、蔡秀媛、

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茂榮、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

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淑萍、黎好、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

盧姿尹、盧姿尹、蕭雅惠、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

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戴湘芸、謝育禎、謝宗周、

謝宗周、謝進璋、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隱名氏、

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彤伊、簡鈴、魏銘毅、

羅淑貞、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建勳、蘇建勳、

蘇建勳、蘇建勳、蘇盈如、蘇會章、蘇會章、蘇會章、蘇會章、蘇楚棋、蘇楚棋、

蘇楚棋、蘇楚棋、蘇雍貴、蘇雍貴、蘇雍貴、蘇雍貴 

NT$93 林祐陞 

NT$90 善心人士 

NT$89 郭志忠 

NT$88 黃禹櫟 

NT$85 黃馨瑩 

NT$84 劉彥彤 

NT$80 翁宜岑 

NT$71 呂莉薇 

NT$63 羅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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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51 李佩珊 

NT$50 吳立豪.李艾凌、吳建興.吳奇青.吳清印、李瑞妙、邱國恩、徐陳金英、連阿香、

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彥炘 

NT$46 許嘉玲 

NT$44 周冠志 

NT$43 黃德盛 

NT$39 魏岑諠 

NT$33 賴彥凱 

NT$21 徐俊隆 

NT$20 陳王麗英 

NT$11 吳孟家 

NT$3 蔡哲宇 

NT$1 許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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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期間: 2020/07/01 - 2020/12/31 

金額 芳名 

 
NT$3200000 隱名氏 

NT$500000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NT$279336 陳東海 

NT$250000 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NT$200000 王小蕙 

NT$174800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NT$100000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冠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

基金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許

馨尹、焦佑麒、童韻家、謝軒瑞 

NT$90000 陳國維 

NT$80000 賴尤秀敏 

NT$70000 陳林季紅 

NT$66000 王頌安 

NT$60000 水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NT$58600 善心人士 

NT$54500 善心人士 

NT$53300 善心人士 

NT$52000 趙淑芬 

NT$51410 善心人士 

NT$50000 吳麗玲、洪麗娟、孫賢珠、翁心宇、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財聖公益慈善基金會、陳愷妍、黃文興、黃昱翔、樊麗玲 

NT$41140 善心人士 

NT$40000 琦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NT$36000 朱瓊芳、林吟美、陳道本 

NT$30000 浜中松琴工業有限公司、大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吳俞臻、姚歷芬、祥和工程有

限公司、許聞廉、陳啟輝、陳懷瑋、傅明明、善心人士、馮臨娜、趙淑芬、隱名

氏 

NT$26900 善心人士 

NT$20000 生百興業有限公司、吳瑞寶、李輝隆、沈素青、林學昌、俞鳳珠、胡曉雲、孫麗

雲、秦興玲、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宏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張麗莉、許

守雄、許樹根、許樹根、琦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善心人士、黃宣誠、楊錦昌、

鄭君儀、蕭綾悅 

NT$19109 周玗希 

NT$18000 蘇龍華 

NT$15000 王惠如、吳岱融、周榮輝、張裕盛、張睿宸 

NT$14400 中獎發票 

NT$14394 周玗希 

NT$14000 吳伯宏、李永賢 

NT$13700 中獎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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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芳名 

 
NT$12400 江玉滿 

NT$12020 王富美 

NT$12000 台灣岸卡股份有限公司、李黎香、邵秋菊、俞柏浚、故鄉卡拉 OK、馬抒予、高

永華、張國泰、郭達謙、陳富美、曾聰文、劉天賜、謝淑莉、點通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NT$10000 丁柏森、于立華、于煥佩、王月娥、王宏智、王錫魁、永平實業有限公司、江敏

霞、江翠英.李詣斌、何錫霖、呂秀英、呂淑謙、李宏譽、李國壘、沈芳瑜、卓宏

華.陳寶月.王少君.林琛.王張月仙.吳俊穎...、周開屏、林志展、林依晨、林青、社

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竺威股份有限公司、施錦秀、段珮瑜、胡念台、

胡逸昇、胡靚康、徐一立、徐一立、徐植萱、益協實業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北

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聖心會、崔莉、張杏、張景嵩、張

麗莉、許瑞卿、陳宏州、陳秀美、陳國維、陳雅華、陳銓龍、陳慧萍、陳慧倧、

陳黛齡、陳麗霞、陸家樑、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月雲、黃秀卿、黃牧文、黃

牧文、黃牧文、黃牧文、黃牧文、黃惠珠、黃詩婷、黃綠星、慈悟寺、楊燿宇、

詹玉芳、鉅翼企業有限公司、劉淳、劉惠貞、劉德香、劉德香、劉德香、劉德香、

劉德香、劉賜福、歐卡企業社、蔣馮蘊芝、蔡萬福...等、蔡萬福...等、盧彩五、

謝秀鳳、謝聰敏、鞠忠誠、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

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鴻碩精密電工

股份有限公司、瞿錦春 

NT$9000 高瑞祥 

NT$8000 中獎發票、丘英元、李國賢、黃玉金 

NT$7755 周玗希 

NT$7000 陳盧靜雪、隱名氏 

NT$621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12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6100 鍾啟煌 

NT$6000 王維華、王韻輝、朱定一、吳宏睿、吳幸燕、李修銘、周奎成、林少琦、林志誠、

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志誠、林欣霖、林楷龍、林韻珂、財團法

人台北市三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馬抒予、馬抒予、張建國、張貞婉、莊惠娟、

許詩吟.許詩愷、陳詩涵、陳薾棋、善心人士、黃中謙、黃丞恩、黃明義、勤達醫

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楊星耀、楊雪珠、廖明雄、廖淑娟、劉子豪、劉奕琪、劉

春岑、歐素希、潘秋宜、潘菊芳.潘李雅惠、蔡麗華、鄭雍明、魏張麗華.陳月女、

羅玫玲、蘇家慧保險經紀人事務所、鐘瓊惠、鐘瓊惠、饒鴻鵬 

NT$5970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800 葉勵寬、劉芳怡 

NT$579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788 吳芷芸 

NT$5600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NT$5400 林瑩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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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525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5243 許芳瑋 

NT$5020 江品誼 

NT$5000 丁國基、王宏智、王高金時、王惠珠、江俊慧、何琬容、吳若晨、吳若晨、吳若

晨、吳若晨、吳若晨、吳若晨、吳婉如、吳進忠、吳劉富玉、呂岳德、李佳玲、

李春園、李美容、李樹渝、杜光凱、杜寶月、汪仁川、周祥蕙、周潔、周潔、周

麗華、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奇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明德

御邸、林依晨、林碧珠、林燕容、林霈 綦、威博國際有限公司、洪玉容、洪揚、

洪揚、洪揚、胡天成、胡珮瑤、范珮珠、唐瑞玉、孫郭萱、徐玉蓉、財團法人富

堡有義文教基金會、張玉英、張芙美、張桂珠、張麗芬、晨堡有限公司、莊惠娟、

許明山.林錦桂.王寡.許婷婷.許貞敏、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郭金玉、

郭金玉、郭亮雪、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又瑜、陳志明、

陳良正、陳怡方、陳怡方、陳明信、陳姿芬、陳若竹、陳若竹、陳若竹、陳若竹、

陳貞秀、陳祐聖、陳富榮、陳維強、陳維強、陳維強、陳維強、陳鵬文.謝双春、

陳寶猜、童永昌、善心人士、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秀、黃月

秀、黃德芳、黃寶鳳、楊祥珍、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劍偉、楊

劍偉、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源盛爐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廖秀齡、劉炳炎、劉炳炎、劉淞云、劉賢芝、劉賢芝、劉賢芝、劉賢

芝、劉賢芝、劉賢芝、蔡侑潔、蔡欣樺、蔡素桂、蔡瑞齡、噶瑪三乘法輪中心、

盧建生、蕭莉莉.張秀文、賴吉雪、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賴建全、

賴建全、顏宗養、顏宗養、羅文玲、羅文玲、羅馬鳳英、羅懷才、羅麗芬 

NT$48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明達教育基金會、郭秀梅、駱菲莉 

NT$4612 劉柏亨 

NT$4508 黃天牧 

NT$4500 隱名氏 

NT$4039 趙瑾瑜 

NT$4000 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毛秋臨.魏志剛、王高慶、何信興.陳美秀.何睿哲.

何思穎、呂欣蕓、李淑文、周榮安、林萬鎰、許聰敏、陳俊叡、愛心箱、楊政憲、

楊博雄、趙若淇、趙若淇、劉松輝、劉松輝、劉松輝、魏惠韻 

NT$3778 林克翰 

NT$3700 洪鴻聲、愛心小天使 

NT$3600 吳靜芬、李沛澍、林珊君、翁文府、鄧玫郁、優晴芳療美體 

NT$3500 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陳益謀 

NT$3300 陳林詩、陳俊生、善心人士、黃世宇 

NT$3218 王家瑋 

NT$3200 郭慈安 

NT$3100 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沈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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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045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 

NT$3000 丁芬蘭、丁春媛、方儷珍、毛挪威、王兆年、王安之、王志文、王香園.劉春秀、

王淑芬、王淑芬、王雅雯、王敬和、丘佩潔、丘政倫、古幸玉、江芝姿、何孟澔、

何潤榛、吳中瑾、吳宗釗、吳秋涵、呂繼增、李孟倚、李宥嫺、李度儀、李春桂、

李春桂、李嘉芳、沈雪碧、汪方明、周才華、周倩綾、宜盛國際有限公司、林秉

禕、林章興、林煌輝、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林榮堅、姜

仁皇、姜仁皇、洪廷菊、紀榮華、胡靜瑜、徐富民、徐鴻發、翁文杰、翁文杰、

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翁素美、耿李靜貞、袁達、高潔國

際有限公司、康詩雅.周明華、張兆雲、張兆雲、張美鳳、張哲源、張哲源、張哲

源、張哲源、張哲源、張哲源、張素絹、張淑錦、張進芸、張嘉修、張鄭寶蓮、

張栥綺、晨堡有限公司、梁秋香、笠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莊碧娟、許宗錦、許

宗錦、許惠真、速玉梅、郭李繡琴、陳文興、陳宜華、陳玫娟、陳冠豪、陳品璇、

陳奕婷、陳素卿、陳財竹、陳淑吟、陳瑞宗、陳薪媛、陸晉、陸晉、陸晉、陸晉、

陸晉、陸晉、彭玉儀、彭玉儀、湯玟蕙、善心人士、黃玉英、黃冠諭、黃冠諭、

黃冠諭、黃美麗、黃美麗、黃美麗、黃晨軒、黃惠謙、黃惠謙、黃惠謙、楊家珍、

楊素榮、楊惠瓊、楊竣傑、楊錦成、溫松壽、葉黃玉、葉黃玉、詹婷喻、廖徐丞

紘、廖學吉、趙月平、趙淑芬、劉清一.楊慈貞、蔡建維.蔡珮均.陳美華.蔡丁財、

蔡麗茹、鄭少平、鄭文維、鄭林信惠、盧柏廷、盧泰宇、蕭秉慧、賴麗妃、濮依

蓉、簡豊庭、藍英美、闕吳純真、闕吳純真、魏張品、關靄華、籃志千、籃雅寧、

蘇子恆、蘇英俊、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湘琦、蘇意婷 

NT$2800 林安修、善心人士 

NT$2650 邱靖雯 

NT$2640 張志偉 

NT$2500 吳昆益、洪淑惠、郭慈安、陳秋萍、黃宇辰 

NT$2400 張貞麗、陳月女 

NT$2200 善心人士 

NT$2120 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李豐樹 

NT$2100 許玉蘭、龍美真 

NT$2020 賴玉美 

NT$2000 丁慧貞、丁麗湄、三倍券、尤國棟、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毛艾芬、

毛艾芬、王文得、王文斌.尹廷華.王韋傑.王韋鈞、王正芳、王正芳、王正芳、王

正芳、王正芳、王佩婷、王復明、何致緯、余啟仁、吳文宗、吳玉芬、吳玉芬、

吳昆益、吳俊葦、吳英代、吳淑貞、吳欽震、吳湘琪、呂怡珍、呂英鳳、呂倩瑜、

呂振隆、呂黃秋香、李仕崇、李如蘋、李阡言、李炤欣、李欽賢、李翊瑋、杜珍

珍、沈尚賢、沈尚賢、沈雪碧、沈夢琳、汪惠君、阮鈺婷、周明賢、周明賢、周

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明賢、周映明、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周開發、

周開發、周開發、周學仁、周麗華、林士斌、林志彥、林明輝、林美惠、林泰安.

汪憶先、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淑敏、林詹鏡、林詹鏡、

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詹鏡、林憶如.陳榮昌、林憶如.陳榮昌、芳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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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邵寶林、邱明珠、邱芳美、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

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富雄企業社、邱翊琪、邱暐和、侯明玉、

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洪光熙.陳靜珠、

洪光熙.陳靜珠、洪秀端、胡清蓮.王麗媜、唐習之.唐懷之、孫永昌、孫永昌、孫

美玉、徐惠麒、馬自立、高秀月、高美滿、高楊秀貞、國立中山大學天主教聯誼

會、常立萍、張介蔭、張文英、張文瑜、張吳淑娥、張吟瑜、張秀盈、張惠娟、

張惠萍、張皓博、張瑞芬、張蓉華、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張麗娟、

張麗娟、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梁雪琴、莊韡翔、

莊韡翔、許正、許國政、郭巧俐、郭亞蓁、郭陽明、郭陽明、郭陽明、陳文祥、

陳水源、陳玉萍、陳束里、陳依言、陳建村、陳泰元.陳柏希、陳泰元.陳柏希、

陳珠如、陳素卿、陳淑美、陳淑華、陳喜珠、陳惠齡、陳盟祺、陳穎萱、陳穎萱、

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穎萱、陳鵬文.謝双春、陳麗錐、傑晶股份有限公司、

彭昇龍、曾忠義、游昌興、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游崇輝、

游惠萍、游寶玉、程美真、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州安、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

黃明煌、黃明煌、黃明煌、黃閮晏、楊為仁、楊湘貞、楊碧雪、楊婕妤、葉力銓、

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力銓、葉千鳳、詹雅雯、詹德仁、廖堃宏、

廖堃隆、廖大博、廖元宗、廖明宣、廖樟灯、廖靜宜、趙若淇、劉秀雲、劉儀君、

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儀君、劉盧瓊枝、潘銘華、蔡欣羨、蔡珮

珊、蔡德義、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孝模、鄭淑貞、鄭

雯方、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鄭廖平、鄧志山、鄧麗華、

鄧麗華、盧冠每、賴秉亨、賴秉秀、駱菲莉、薛智仁、謝玲珠、隱名氏、隱名氏、

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簡臣步、簡臣步、簡臣步、顏志杰、顏志杰、

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志杰、顏秋玲、魏全、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

魏秀蓮、魏秀蓮、魏秀蓮、魏瑜、譚秀娟、譚秀娟、譚秀儀、籃志千、蘇晃陞、

蘇錦坤 

NT$1875 陳奕安 

NT$1800 鄒美娥 

NT$1700 黃世宇 

NT$1668 林東隆 

NT$1620 李豐樹、劉陳張錢 

NT$1610 劉沛明 

NT$1600 林大為、林石和、陳昭吉、隱名氏 

NT$1544 楊惠敏 

NT$1528 張玲玲 

NT$1512 杜幸如 

NT$1500 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安齡、王宣傑、王純粹、王純粹、

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純粹、王朝林、池宗信.林沛雯.池鎔瑄、周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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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俐秀、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得森、林嘉音、

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林嘉音、苗川英、張沁婷、張敏忠、莊政霖、

陳宥廷、陳秋結、喻湘萍、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建程、黃陳靜如、黃陳靜如、

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黃陳靜如、楊榮華、趙玉鳳、劉玉紅、劉玉紅、

劉玉紅、劉芝瑟、蔣武梅、蔡旻閔、賴奇園、羅山龍、蘇秀蓮、蘇桐桐、蘇桐桐、

蘇桐桐、蘇桐桐 

NT$1400 善心人士、道明中學高二.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國二.8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

國二 1班全體同學 

NT$1386 蔡依璇 

NT$1378 黃稜鈞 

NT$1370 黃月青 

NT$1350 章可勝 

NT$1300 善心人士 

NT$1270 林東隆 

NT$1263 林宜芳 

NT$1262 游鎮源 

NT$1230 賴勇成 

NT$1206 羅婉綸、羅翊碩 

NT$1200 毛子萱、王麗莉、有限責任台北市華江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何沛筠、李盈

儀、杜瓊肌、汪沈麗菁.汪如海.汪敬瑜.陳勇伸、林珊君、林輝欽、范珮珠、高如

玉、張簡裕豐、陳俊銘、陳軍龍、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彭子郡、

彭子郡、彭評、彭評、彭評、彭評、彭評、彭評、菩薩園林精舍、鄒美娥、鄒美

娥、鄭世明、黎志貞、謝錦桂、魏榮業、羅采苓 

NT$1100 張賜禧 

NT$1050 郭貴美 

NT$1030 杜金泓、連溪仁 

NT$1020 陳美智 

NT$1000 Dr.V汽機車美容所、温文寶、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容、丁怡

容、丁俊宏、大梵大佛、小林隆行、山幸居家職能治療所、井蕾、太極之愛、尤

信雄、方佳瑄、方莞淳、方溪尾、木+盛政利、王一絜、王月書、王卉、王正芳、

王正芳、王兆年、王君瑞、王妤嫻、王秀如、王育凱、王宜芝、王怡茹、王怡茹、

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怡茹、王武林、王亭雅、王信貽、王俊傑、王俊傑、

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傑、王俊堯、王姿淳、王宣文、王建國.游美翠、

王建國.游美翠、王建隆、王春庭、王春庭、王春庭、王春庭、王春庭、王柔錞、

王珀玲、王純敏、王基安、王培鐸、王淑芳、王淑貞、王莉雯、王湘晴、王慈鍊、

王瑞鴻、王瑜婷、王運俊、王靖惠、王趙秀梅、王際喬、王際喬、王錦豐、王錦

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錦豐、王寶辰、王劭允、王畇霏、王琮崴、丘

英元記帳士事務所、主顧聖母會、古宇蓁、古慈汝、甘瓊芬、白芳沛、白美雅、

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白美雅、石天鐘、石志良.賴相方、石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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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伍開賢、合創企業社、合創企業社、宇合企

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朴圭雨、朱文彬、朱怡臻、朱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

益弘、朱益弘、朱益弘、朱國仁、朱陳金鶴、朱陳金鶴、朱榮玲、朱榮玲、朱榮

玲、朱榮玲、朱榮玲、朱榮玲、朱翰婷、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子朋、江

子朋、江子朋、江昭芬、江昭芬、江昭芬、江夏葒、江家榮、江桂枝、江桂枝、

江茹蓉、江敏主、江淳茹、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江瑞源、江嘉文、江賢哲、

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心怡、何秀琴、

何宛娟、何彥穎、何春德、何美鈴、何珮甄、何淑華、何權祐、余啟仁、余鎮宇、

余瑀歆、吳文雅、吳月麗、吳吉人、吳佩穎、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吳秉軒、

吳秉軒、吳秉軒、吳芷芸、吳采嫺、吳俊杉、吳宥憲、吳春昤、吳春昤、吳偉哲、

吳婉鈺、吳淑芳、吳雪嬌、吳惠芬、吳智欽、吳湘琪、吳曉萍、吳賴雪芬、吳賴

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賴雪芬、吳襄頤、吳琇茹、吳畹蘭、

吳筱慧、呂均翰、呂廷威、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呂怡珍、

呂采縈、呂美蘭、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素禎、呂純香、

呂斐如、呂蕙如、呂聯鎰、呂聯鎰、呂聯鎰、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呂寶如、

呂寶如、呂寶如、宋文進、宋健昌、宋健昌、巫世偉、巫治宙、巫冠霖、巫姿瑩、

李 o香、李玉鈴、李妙菁、李佳泓、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李佳芹、

李孟純、李宗倍、李怡慧、李昌霖、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李昇榮、

李昇榮、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枕華、李欣怡、李欣諺、

李欣諺、李炎秋、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思穎、李昱鋒、李昱鋒、李

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昱鋒、李柏偉、李柏偉、李盈儀、李晏甄、李書傑、

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浩、李偉琳、李國清、李國源、李國豪、李

婉莉、李清祥、李淑惠、李淑華、李淑華、李郭花緊、李惠驊、李雅芬、李雅惠、

李雯琴、李楊金香、李嘉敏、李嘉馨、李慧蓮、李璻珊、杜李宜樺、杜幸如、杜

美慧、沈方枰、沈宥蓁、沈昱伶、沈美惠、沈學雯、汪炳元、汪炳元、汪炳元、

汪炳元、汪素秋、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汪麗艷、牡丹聖保祿堂、狄珮綺、

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狄珮綺、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辛珮琪、

辛珮琪、辛珮琪、卓翠紋、卓慧婷、周子敬、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周志清、

周志清、周志清、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明松、周郁慈、

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啟雲、周許卻、周鈞瑩、周鈞瑩、

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鈞瑩、周雯櫻、周鼎紘、周鼎紘、周鼎紘、周鼎紘、

周鼎紘、周鼎紘、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福楠、周德文、

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德文、周穎文、周麗華、季世明、東品行、

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東品行、林子晴、林小鈴、林玉霞、林玉霞、

林玉霞、林玉霞、林玉霞、林玉霞、林羽庭、林羽庭、林克翰、林妙欽、林秀蓮、

林育嬌、林育嬌、林辰璟、林佳儀、林佳誼、林佩儀、林佩璇、林宗立、林宜芳、

林宜萱、林怡妮、林怡婷、林承諺、林昌寬、林明蘭、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

林松枝、林松枝、林松枝、林玨伶、林信男、林冠均、林奕萱、林奕萱、林奕萱、

林奕萱、林奕綺、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林珊如、林盈孜、



PntDate:2021/6/9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PgNo:8/

22 

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20/07/01 - 2020/12/31 

金額 芳名 

 
林盈孜、林美如、林美如、林美秀、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貞慧、林庭瑄、

林珮華、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珠玲、林軒儀、林清鑾、

林淑芬、林淑娟、林莉樺、林惠敏、林逸姍、林進發.林冠伶、林進龍、林雅玲、

林楨凱、林義彬、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林羨菊 

NT$1000 林詩雯、林靖軒、林銘國、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林賜龍、

林輝寰、林黎明、林穎禎、林靜玲、林鍾粉、林豐男、林顯哲、林栴瑩、林淯綸、

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淯綸、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林筱娉、

林筱娉、林筱娉、邵長雲、邱峯福、邱一涵、邱千芳、邱大祐、邱巧芳、邱姿菁、

邱真瑩、邱啟倫、邱莉荃、邱惠芳、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邱紫琴、

邱紫琴、邱稚宸、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顯貴、邱翊琪、

邱嫊紜、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金世光、長鴻國際人力仲

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

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長鴻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

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

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信奕投資有限公司、俞明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明

傑、俞明傑、俞明傑、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俞振芬、姚

肇隆、姚肇隆、姚肇隆、施宛庭、施雨倫、施麗玲、柯金成、柯瓊芳、洪沈秀玉、

洪沛縈、洪明山、洪茶、洪祥閔、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毓璘、洪靖喻、

洪萁妍、紀方盈、紀妙勳、紀良諭、紀林美秀、美萍、美萍、美萍、美萍、美萍、

美萍、胡仁惠、胡立馨、胡林棼棼、胡淑芬、胡涵棻、胡億新、胡曉方、范珮珠、

范麗華、英姿琦、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正麟、郎慧玲、

奚愛明、孫巧欣、孫永昌、孫永昌、孫永昌、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孫玉婷、

孫玉婷、孫玉婷、徐(草+品)琁、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子婷、徐

子婷、徐秀文、徐美榮、徐美齡、徐國本、徐淑玲、徐雲珍、時延瑤、晉誠法律

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晉誠法律事務所、

晉誠法律事務所、秦國維、秦國維、翁見珠、翁葉、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

袁宗莉、袁宗莉、袁宗莉、馬九如、馬小姐、馬仲芬、馬杜富賢、馬宗民、高明

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高佳慧、高明義.高春生.李芳蘭.

高佳慧、高真琪、高偉倫、高曾鶴雲、高綾苑、高翠幸、高樂生.陳蕙雯、高樂生.

陳蕙雯、高潔雲、高鈺琦、高鈺琦、區容意、區偉賢、康瑞宜、張乃翔、張乃翔、

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乃翔、張予倩、張元愷.張祐瑋、張友聞、張心慧、

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文玲、張丕虎、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張四華、

張四華、張四華、張巧靜、張正吉、張玉明、張玉青、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

張示忠、張示忠、張示忠、張立修、張好、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張如慧、

張如慧、張如慧、張宇君.張葳立、張志楓、張沛緹、張良敏、張孟蓁、張明玉、

張林羗、張芳梅、張芸蓁、張律煒、張政德、張政德、張政德、張柏倫.張柏瑞、

張玲蘭、張美淑、張美智、張貞德、張家維、張峻銘、張振怡、張祐瑋.張之愷、

張淑萍、張涵鈺、張涵鈺、張涵鈺、張凱翔、張景嵐、張超凱、張瑞倫、張嘉莉、

張嘉莉、張嘉莉、張嘉莉、張睿之、張維珍、張興華、張瀚文、張寶猜、張媺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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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君、張恒武、戚鳳月、曹佳玲、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莊文君、

莊文君、莊玉仙、莊志明、莊志明、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莊宗毓、

莊采緹、莊耕臺、莊淑雅、莊喬雯、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莊舒郁、

莊鴻華、莊筱瑩、莊韡翔、莊韡翔、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許羣華、

許羣華、許冬嬈、許如悅、許佳琳、許芳瑋、許修偉、許家睿.許家璇、許純妙、

許添晶、許淑惠、許淑惠、許嘉玲、許琇閔、郭秀英、郭建廷、郭美茵、郭家豪、

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家豪、郭雅惠、郭雅惠、郭雅惠、

郭雅惠、郭雅惠、郭雅惠、陳(女+衣)彣、陳卜瑛、陳卜瑛、陳子豪、陳介民、陳

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介民、陳壬川、陳少榮.曹淑芬、陳世芳、陳

弘霖、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玉蓮、陳光義、陳兆學、陳如盈、陳宇、陳

羽蓁、陳艾淳、陳余生、陳余生、陳吳瑟蓉、陳志哲、陳沛玲、陳秀蘭、陳秀蘭、

陳秀蘭、陳佳柔、陳和誠、陳奇俊、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陳尚紘、

陳尚紘、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怡珍、陳明楓、陳昇懋、陳東瀛、

陳欣彥、陳泓賓、陳長福、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陳亭君、

陳亮杰、陳冠仁、陳品諭、陳姿伶、陳姿吟、陳姿燕、陳宣孝、陳彥伶、陳春妙、

陳昭君、陳昱仲、陳昱仰、陳昱伃、陳柏仁、陳盈如、陳美女、陳美妍、陳美惠、

陳美惠、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美潔、陳羿伶、

陳羿蓁、陳若玲、陳虹汝、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陳衍中、

陳家、陳振華、陳振興、陳珮瑜、陳素芬、陳素秋、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

陳偉明、陳偉明、陳偉明 

NT$1000 陳彩琴、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清

輝.梁芳瑜、陳清輝.梁芳瑜、陳祥麟、陳莎莉、陳惠珍、陳惠珍、陳惠珠、陳惠

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惠珠、陳進年、陳雅惠、陳雅琳、陳雅萍、陳

意文、陳慈殷、陳碧芳、陳碧珠、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陳維婷、

陳維婷、陳維婷、陳蓓丹、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鳴、陳慧貞、陳

儒杰、陳學雲、陳憶雯、陳靜蓉、陳瓊瑛、陳鵬文、陳麗娟、陳麗群、陳芃綾、

陳炘君、陳砡昕、陳菀庭、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陸正康、

麥嘉玲、傅玉瑤、喜都洋服、喜都洋服、喜都洋服、曾令明、曾宇安、曾宇安、

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宇安、曾佳慧、曾柏豪、曾郁惠、曾梅香、曾懷玉、

曾馨慧、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曾齡臻、游沛蓁、游沛蓁、

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沛蓁、游俊彬、游淑晴、游漾池、湯欣儒、湯綺馨、

程韻茹、童炳勳、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

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馮燕玉、黃又新、黃三郎、黃子綺、黃今鈺、黃今

鈺、黃今鈺、黃月青、黃以任、黃以喬、黃加恩、黃田中、黃丞良、黃兆琳、黃

志偉、黃秀藝、黃怡芳、黃怡芳、黃怡真、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

林月英、黃林月英、黃林月英、黃金蓮、黃冠情、黃彥哲、黃炯秦、黃盈欽、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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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黃秋豔、黃美芳、黃美瑜、黃貞潔、黃貞潔、黃郁惠、黃淑美、黃淑鈺、

黃婷萱、黃雅麗、黃溫雀、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維琳、黃語婕、

黃駿献、黃瑋玲、楊正男、楊正男、楊正男、楊正男、楊正男、楊秀名、楊佳仁、

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佳仁、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楊明珠、

楊明珠、楊明珠、楊秉鈞、楊采蓁、楊金煌、楊金榮、楊金榮、楊建鴻、楊建鴻、

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建鴻、楊政彰、楊訓聰、楊淑端、楊富吉、楊惠真、

楊惠敏、楊碧雪、楊與齡、楊與齡、楊蕙琳、楊馥襄、楊寶秀、源士林(汀州店)、

源士林(汀州店)、源士林(汀州店)、源士林(汀州店)、溫筑鈞、萬波笛、萬波笛、

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萬波笛、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尤美榮、

葉尤美榮、葉尤美榮、葉秀婷、葉忠忠、葉忠賢、葉欣怡、葉庭豪、葉涵湘、葉

惠禎、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葉德香、葉錦華、葉寶珠、

葛尉壬、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秀玲、董政鑫、董黛琳、

詹淳甯、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景如、詹雅鈞、詹德仁、

雷小函、廖于霈、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文綺、廖忠孝.

梁玉靜、廖語婕、廖鴻杰、廖藝淳、廖麗芬、管繼華、臺大醫學院、蒲幸男、蒲

英慧、趙真、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培宏、趙瑾瑜、趙

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趙琇芬、億鋒股份有限公司、劉文慧、

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劉亦秀、劉光華、劉如軒、劉育娟、劉邦毅、劉亞鳳.

王克勇、劉亞鳳.王克勇、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劉季鑫、

劉幸宜、劉芝瑟、劉品佑、劉柏亨、劉美鳳、劉美妦、劉美妦、劉美妦、劉美妦、

劉美妦、劉美妦、劉虹汝.劉堡桐、劉祖溶、劉軒、劉國峰、劉國銘、劉國銘、劉

國銘、劉國銘、劉國銘、劉國銘、劉婉婷、劉添貴、劉舒平、劉嘉華、劉憶蒨、

劉澤元、劉澤元、劉興智、劉興智、劉鴻南、劉姵妏、廣錸金屬企業社、廣錸金

屬企業社、廣錸金屬企業社、樊子瑀、毆忠明、潘丕芬、潘卉珊、潘民和、潘惠

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惠雯、潘銘華、潘銘華、潘

姵吟、蔣卉姍、蔣依婷、蔣來祥、蔣岳穎、蔣奕濰、蔣偉烜、蔡月芬、蔡育卿、

蔡佳倩、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佳凌、蔡怡君、蔡明宏、

蔡明宏、蔡明宗、蔡明洲、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蔡明慧、

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美珠、蔡苓葳、蔡徐、蔡振宗、

蔡華玫、蔡瑞齡、蔡萱樺、蔡嘉芸、蔡聰翰、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蔡鶴立、

蔡鶴立、蔡鶴立、蔡靈芝、鄭心如、鄭玉秀、鄭仲傑、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

鄭旭萍、鄭旭萍、鄭旭萍、鄭秀娟、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泓耀、鄭祥琨、

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勝然、鄭暖萍、鄭暖萍、鄭暖萍、

鄭暖萍、鄭萬忠、鄭寶淋、鄧李金寶、鄧佳燕、鄧家宜、鄧翔之、鄧筱諭、盧正

賢、盧東岳、盧東岳、盧東岳、盧玫娟、盧俊廷、盧冠宇、盧建助、盧建助、盧

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建助、盧梅娟、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盧靖璇、

盧靖璇、盧靖璇 

NT$1000 盧濟明、蕭力菁、蕭友銓、蕭心瑜、蕭正輝、蕭宜蓁、蕭富裕、蕭富裕、蕭逸森、

蕭黃錦綉、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蕭耀文、蕭芠綺、賴玉晴、賴玉麟、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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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秀妹、賴依蔆、賴佳綺、賴佳綺、賴

佳綺、賴佳綺、賴佳綺、賴秉壯、賴芳慧、賴冠蕓、賴彥勳、賴昱榕、賴淑金琴、

賴麗玲、賴芊呈、錢靜馨、錢耀生、駱昊霆、駱彥如、鮑秦玉女、戴于鈞、戴邦

旭、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芳芝、薛惠琪、薛惠琪、薛

惠琪、薛智仁、謝文勝、謝水蓮、謝水蓮、謝水蓮、謝水蓮、謝水蓮、謝水蓮、

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世華、謝正宗、謝志成、謝志成、

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志成、謝幸如、謝承芳、謝炎儒、謝芳真、謝芳真、

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芳真、謝美枝、謝美枝、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

謝敏貞、謝敏貞、謝敏貞、謝紫燕、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謝慧珍、

謝慧珍、謝鈺涓、鍾育、鍾妮辰、鍾金凌、鍾雅婷、鍾燕菁、鍾鵬勇、隱名氏、

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

隱名氏、隱名氏、簡志安、簡足鳳、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簡桂卿、

簡桂卿、簡雪芳、簡雪芳、簡雪芳、簡辜招治、簡鏡儒、簡頎庭、聶曾綉瓊、藍

文廷、藍以倩、顏士程、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崇仁、顏崇仁、顏雪如、

羅文斌、羅依樺、羅婉綸、羅穎、羅簡月桂、羅簡月桂、譚克宏、譚岑岑、譚岑

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岑岑、譚嘯雷.曾苔琳、蘇天星、蘇秀玲、蘇育

萱、蘇怡菁、蘇桐桐、蘇桐桐、蘇莉穎、蘇曉君、鐘于雯、顧音、顧愷晨.顧詠昌.

許素珠、龔上莉、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龔郁涵、逄增國、

崋惠珍 

NT$999 黃淑君 

NT$986 吳偉帆 

NT$945 DS二手公益團 

NT$900 汪敬崙.梁軼芳.汪云琪 

NT$888 吳思穎 

NT$850 莊采緹 

NT$815 蔡子淵 

NT$800 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小千、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

李采縈、李采縈、李采縈、李淵榮、周明慈.吳雨璇.吳雨蓉.吳雨薇、林沐樂、林

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林鈺婷、馬郁鈞.馬郁婷.錢品程.錢以

芸、善心人士、黃世宇、黃榮輝.黃呂阿嬌、劉懿賢、潘美志、盧祐妡、謝狄献、

蘇楚棋、蘇楚棋、蘇楚棋 

NT$777 陳雅惠 

NT$720 劉子瑄 

NT$700 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吳文惠、柴苑生.柴維沄.張孟歆.柴

育楨.柴銘邦.柴梁湘蘭.張芝婷、許典、許典、許典、許典、許典、許典、許典、

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曾玉芷、黃世宇、道明-

國三.1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1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1班全體同學、道明-國

三.1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 8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 8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

8班全體同學、道明-國三 8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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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 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1班全體同學、道明中學高三 1班全體同學、

廖春櫻、廖春櫻、廖春櫻、歐彩珍、璿灃營造、藥師佛、蘇楚棋、蘇楚棋、蘇楚

棋 

NT$686 李佳欣 

NT$680 馬宗民 

NT$660 黃彥哲 

NT$630 曾峻峰 

NT$629 許智翔 

NT$625 張吟茜 

NT$603 黃冠情 

NT$600 方招來.方勝興、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王蕙玫、

江雪雲、何佩儒、呂芳儀、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巫淑蘭、李宗軒、

李盈儀、李盈儀、李盈儀、李蔡釗、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李苡綸、

李苡綸、杜麗卿、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于軒、林孟倫、

林孟倫、林孟倫、林孟倫、林怡景、林賜煙、林曉晴、邱美媛、姚肇隆、徐桂君、

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徐桂君、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張芷瑄、

張洛羚、張洛羚、張洛羚、許文啟、許家瑜.曾淑桃.許筑婷.許凱翔.許瑞麟、郭怡

君、陳志貞、陳金盆、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俊成、陳伈筠、善心人士、

楊鎮瑀、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楊麗鳳、詹潤妹、廖君桓、

廖孜桓、劉大榮、劉佳青、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鵑、歐陽慧

鵑、歐陽慧鵑、蔡宗珍、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蔡慧君、

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戴美芳、謝美錦、隱名氏、簡英傑 

NT$592 洪麗菁 

NT$561 翁有加 

NT$550 林羽庭、黃淳湄 

NT$545 陳春晴 

NT$530 杜金泓、杜金泓 

NT$525 善心人士 

NT$520 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王鐵島、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李佳霖、

李佳霖 

NT$515 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許麗玲、陳春晴、陳春晴、陳春晴、

陳映瑄、劉美香 

NT$511 彭佳霈 

NT$510 王阿菊 

NT$503 許哲維 

NT$500 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丁心嵐、九七、九七、千年冰水晶

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千年冰水

晶玉石店、千年冰水晶玉石店、王宏銘、王李素鑾、王冠、王冠、王冠、王冠、

王冠、王冠、王容、王婉華、王淑慧、王涵庭、王惠娟、王惠娟、王惠娟、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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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王惠娟、王惠娟、王紫妮、王喣棋、王喣棋、台灣理光股份有限公司、石榮

輝、石榮輝、朱芳儀、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美貞、朱

重光.朱陳秀英、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朱靜芸、江明德、

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江美譽、艾可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艾司技術工程有限公司、余信宏、余家騏、余家騏、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

余媄云、余媄云、余媄云、吳子華、吳沂蓁、吳長恩、吳長恩、吳長恩、吳長恩、

吳長恩、吳長恩、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青蓉、吳俊葦、

吳俊葦、吳俊葦、吳俊葦、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連、吳美慧、

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吳美慧、

吳美慧、吳美慧、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倩綿、吳哲宏、

吳偉銘、吳淑蕊、吳雪嬌、吳雪嬌、吳雪嬌、吳詠均、吳詠均、吳經緯、吳經緯、

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經緯、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吳筱慧、

宋宇博、李元亨、李玉枝、李秀琴、李秀鸞.林秋源.林瑞隆.林瑞琮、李孟書、李

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孟書、李宜蓁、李宜蓁、李宜蓁、李怡靜、

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承紘、李松貞、李松貞、李松貞、

李松貞、李罔市.張嘉偉.張嘉祺.張凱傑、李金葉、李威豫、李昱儒、李昱儒、李

昱儒、李昱儒、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美玲、李振義、李振義、

李紹華、李紹華、李紹華、李紹華、李森松、李森松、李森松、李蔡釗、李蔡釗、

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李蔡釗、李豋銀、李恒彰、李恒彰、杜金泓、沈方枰、

沈秀芳、汪炳元、汪炳元、赤壤葡萄酒有限公司、周秀珠、周明懿、周明懿、周

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明懿、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周建全、

周建全、周郁慈、周修竹、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

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昇大人

力資源有限公司、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文炳、林月里、

林月里、林月里、林月里、林月里、林永紳、林永紳、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江彩麗、林江彩麗、林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

妙芬、林妙芬、林妙芬、林妙霞、林志強、林秀黛、林育凡、林佳樺、林佳樺、

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佳樺、林佩嫻、林怡秀、林怡秀、林怡辛、林怡辛、

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芳頤、林威頡、林彥里、林浚緯、

林素蘭、林得正、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林清同、林清雄、林進發.林冠伶、

林瑞瑜、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聖涵、林憲章、林憲章、

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靄妏、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

林霈芯、林霈芯、林霈芯、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林讌米、邱玉文、

邱美(女+勻)、邱美(女+勻)、邱莉荃、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

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進雄.孫肇祥、金淼、金淼、金淼、

金淼、金淼、金淼、侯貞如、姚仁定、姚逸興、姚逸興、姚逸興、施家琪、柯長

宏、柯慶築、柯慶築、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秋萍、洪

胤傑、洪胤傑、洪胤傑、洪胤傑、洪毓娸、洪毓娸、洪義村、洪銘鍵、洪銘鍵、

洪銘鍵、洪銘鍵、洪銘鍵、洪銘鍵、洪驊成、洪驊成、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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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

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公司、穿透力創意行銷科技有限

公司、紀良擇、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永仁、胡明銓、胡明銓、

胡美齡、胡美齡、胡美齡、胡美齡、胡美齡、苗川英、苗川英、苗川英、郎亞玲、

郎慧玲、郎慧玲、夏光宇、夏光宙、夏詹靜、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夏鏂閎、

夏鏂閎、夏鏂閎、徐永福、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徐玉珍、

徐玉珍、徐浩文、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徐雪媄、秦裕傑、

秦裕傑、秦裕傑、秦裕傑、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翁雪凌、

袁如霜、馬文進、馬毓穗、馬毓穗、高全德、高素娥、高淑美、高雅慧、高雅慧、

高雅慧、高資焰、高資琇、高肇茂、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培華蘭園、

培華蘭園、培華蘭園、張允澤、張允澤、張良道、張金敏、張苑湘、張苑湘、張

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苑湘、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張郁政、

張郁政 

NT$500 張庭禎、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惇涵、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

張淑齡、張淑齡、張淑齡、張陳海、張碧珍、張銘坤、張鳳來、張賴寶猜、張薇

利、張簡裕豐、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鵬、張麗珠、張殽、張殽、

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殽、張楗祐、張歆慧、張曣文、莊媚婷、莊慶秋、

許卉嬅、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台雄、許正、許正、許

正、許正、許正、許正、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怡龍、許俐媺、

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許徐秀.許全進、

許徐秀.許全進、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智亮、許源國、許源國、

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國、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源培、許瑜方、

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嘉欣、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

許筱韻、許筱韻、許筱韻、連銘彥、郭彥志、郭彥志、郭彥志、郭美榛、郭家琪、

郭家琪、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雅芬、郭廖美玉、郭廖

美玉、郭廖美玉、郭廖美玉、郭廖美玉、郭廖美玉、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

陳文君、陳文君、陳文君、陳世偉、陳玉桃、陳志村、陳怡伺、陳建榮、陳建榮、

陳春晴、陳映瑄、陳映瑄、陳映瑄、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陳炳吉、

陳炳吉、陳秋錫、陳美秀、陳振興、陳素娥、陳素娥、陳素娥、陳許美華、陳許

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許美華、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

陳婷育、陳婷育、陳婷育、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陳琳煒、

陳雯玲、陳順慈.林姿宜.陳廷瑜.陳廷愷.陳詩捷、陳照雄、陳瑞文、陳瑞文、陳瑞

文、陳瑞文、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鼎璿、陳碧芬、陳

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緒霆、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

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陳龍誠、

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營和、陳璿亦、陳麗玉、陳麗玉、

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玉、陳麗貞、陳昜志、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

陳灝旭、陳灝旭、陳灝旭、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陸中丞、

喻湘萍、彭妤筠、曾月麗、曾柏勛、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曾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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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鎮源、游鎮源、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程顯宏、童懷興、

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童懷興、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

黃千宜、黃士芬、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文柔、黃永吉、

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宏、黃玉佩、黃玉佩、黃玉佩、

黃玉佩、黃玉佩、黃玉鳳、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黃育淇、

黃宛竹、黃怡珊、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柏瑞、黃秋燕、

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秋燕、黃美雀、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黃珮榮、

黃珮榮、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智宏、黃紫瑜、黃嘉銘、

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嘉銘、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黃維君、

黃維君、黃維君、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瓊文、黃麗春、

黃麗昭、黃麗珠、黃麗真、黃麗真、黃麗真、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黃麗蕙、

黃麗蕙、黃麗蕙、黃麗珈、楊火金、楊庭欣、楊博盛、楊博盛、楊雅淳、楊領弟、

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領弟、楊錦香、楊錦香、楊錦香、楊寶桂、

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楊寶桂、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葉正民、

葉正民、葉正民、葉忠賢、葉忠賢、葉忠賢、葉宥妤、葉宥妤、葉春榮、葉映彤、

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惠禎、葉朝和、葉雅玲、董吉麟、

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董吉麟、詹月幼、詹月幼、詹月幼、詹月幼、

詹月幼、詹月幼、詹怡娜、詹怡娜、詹怡娜、詹雅婷、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

詹寬智、詹寬智、詹寬智、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詹潤妹、鄒慶生、

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鄒慶生、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廖中誠、

廖中誠、廖中誠、廖珮汝、廖淑緣、廖淑緣、廖淑緣、廖淑緣、廖淑緣、廖淑緣、

廖曾絨、劉士棋、劉成文、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劉岱瑞、

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劉阿鎮.蔡麗鶖、

劉阿鎮.蔡麗鶖、劉恩豪、劉恩豪、劉恩豪、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劉桂如、

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蒼梧、劉慧玲、歐玉梅、潤輝科

技有限公司、蔣昆宏、蔡依玟、蔡坤安、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宗明、蔡

宗明、蔡宗明、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俊男、蔡庭彣、

蔡婉婉、蔡劉澄清、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蔡學勤 

NT$500 鄭至宏、鄭至宏、鄭至宏、鄭至宏、鄭至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鄭振宏、

鄭振宏、鄭振宏、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梓辰、鄭博夫、

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植清、鄭詠全、鄭雲玲、鄭雲玲、

鄭雲玲、鄭雲玲、鄭雲玲、鄭雲玲、鄭榮森、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鄭慶龍、

鄭慶龍、鄭慶龍、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蘭生、鄭婕希、

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鄭婕希、鄧春欣、鄧春欣、黎美杉、黎美杉、

黎美杉、盧冠每、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蕭佳玲、賴明玟.

張家瑋.張家榕、賴明玟.張家瑋.張家榕、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賴芸、

賴淑貞、霍啟明、霍啟明、霍啟明、霍啟明、霍啟明、霍啟明、薛文慶、薛文慶、

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薛文慶、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謝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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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永裕、謝州融、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春惠、謝美真、謝美真、

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美真、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謝英睿、

謝英睿、謝桀凱、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素娥、謝國隆、

謝國隆、謝德宗、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全、謝曜駿、

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謝曜駿、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鍾秀鑾、

鍾秀鑾、鍾秀鑾、鍾明麗、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鍾秋滿、

隱名氏、隱名氏、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文亮、簡玉屏、

簡名宏、簡宏翰、簡宏翰、簡寶雲、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藍汝海、

藍汝海、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藍婉綺、顏安邦、顏安邦、

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安邦、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金貝、顏珮羽、

顏葉富美、魏宏娟、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建華、羅淑芳、羅淑芳、羅淑

芳、羅淑芳、羅淑芳、羅淑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羅璟洳、譚嘯雷.曾苔

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譚嘯雷.曾苔琳、蘇建文、蘇桐桐、蘇桐桐、

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蘇瑞廷、儷本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龎筠、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栢淑絹 

NT$480 高福源 

NT$479 韓家珍 

NT$475 黃壹姍 

NT$471 林久源 

NT$450 朱麗蒨、李宛蒨 

NT$441 盧子雅 

NT$413 李姿瑩 

NT$407 張蕊 

NT$400 李宗軒、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

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林純熙.李月嬌全家、高思偉、張靜玫、張靜

玫、張靜玫、張靜玫、張靜玫、張靜玫、許鈺芬、陳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

錦榮、陳錦榮、陳錦榮、陳昜志、陳浤睿、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

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春財.李惠花、曾素麗、曾素麗、

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曾素麗、善心人士、董翠玲、劉恩豪、劉恩豪、歐家

伶、鄭念秉、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鄭倚庭 

NT$390 林虹君 

NT$380 羅印翔 

NT$375 鄭淓瑀 

NT$372 葛尉壬 

NT$370 葉依真 

NT$360 徐子芹、許辰舟、郭孟青、陳錦玲、蔡明宏 

NT$350 王芊莉、王芊莉、張以勳、連銘彥、潘月英、潘月英、簡足鳳 

NT$341 許鈺雯 

NT$340 江秀華 



PntDate:2021/6/9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PgNo:17

/22 

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20/07/01 - 2020/12/31 

金額 芳名 

 
NT$332 洪辰龍 

NT$330 鄞晉瑜.鄞書瑜.鄞庭瑜.鄞秀蘭 

NT$322 賴漫純 

NT$319 朱思羽 

NT$315 莊月霜、莊月霜、管豐郁 

NT$310 善心人士 

NT$300 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于正聰、尹鴻道、方王金碧、王玉

萍、王汪鳳鶯、王秀琳、王承源.黃柏雅.王煥睿、王金山、王俐文、王貞順、王

婉華、王嘉慧、王嘉慧、王維剛、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史榮美、

史榮美、江沛璇、江欣子、江欣子、江欣子、余大煜、余秀筠、余昌玉梅、余慧

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余慧玉、吳妙嫺、吳玫茹、吳玫茹、吳

芳瑩、吳哲宏、吳哲宏、吳瑞琬、吳瑞琬、吳瑞琬、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

吳姝宙、吳姝宙、吳姝宙、呂銘輝、李文泉、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

李玉祥.李汶珈、李玉祥.李汶珈、李育辰、李育辰、李佩韓、李佩韓、李怡靜、

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怡靜、李家誼、李家誼、李喜評、李喜評、

李雅琳、李雅琳、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李芊樺、沈雅君、

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沈蘇玉芬、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汪彤沛、

汪彤沛、汪彤沛、周家萱、周黃金綠、周麗新、林金財、林金財、林惠齡、林惠

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林惠齡、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巧然、邵

巧然、邵巧然、邱光宇、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金效瑾、

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金健清、侯高玉蘭、侯高玉蘭、施

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怡如、施嘉玟、柯俊河、洪明怡、

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明怡、洪秋月、洪晨睿、洪晨睿、洪晨睿、

洪晨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惠滿、洪瑞宏、洪瑞宏、

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

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

洪瑞宏、洪瑞宏、洪瑞宏、洪瑞菁、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胡登堯、

胡登堯、唐聖傑.周彣翰.吳玫玲、徐天仙、徐天仙、徐天仙、徐天仙、徐天仙、

徐良蕙、徐良蕙、袁啟泰、袁啟泰、高思偉、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張偉倫、

張偉倫、張偉倫、張敏忠、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張遵言、莊文泉、

莊正綺、莊伶綺、莊志光、許雅華、連銘彥、連銘彥、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

郭玟婷、郭玟婷、郭玟婷、郭柱英、郭桂英、郭桂英、郭桂英、郭桂英、郭桂英、

郭欽陽、郭欽陽、郭欽陽、郭欽陽、郭欽陽、郭欽陽、陳一銘、陳玉燕、陳玉燕、

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玉燕、陳芍如、陳佩卿、陳定、陳定、陳定、陳定、

陳定、陳定、陳怡君、陳侯淑貞、陳侯淑貞、陳春美、陳昱嵋.張景棋、陳秋結、

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基峰、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

陳淑美、陳淑美、陳淑美、陳登崑、陳登崑、陳登崑、陳登崑、陳楊愛玉、陳裔

淇、陳榮彪、陳曉菁、陳菡甄、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陳嬿晴、陸文楨、陸

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陸文楨、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傅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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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淑芬、傅淑芬、彭世雄、彭世雄、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彭涵芳、

彭涵芳、曾淑櫻、游宗祐、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游麗珠、

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童月慧、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

心人士、黃子峻、黃子庭、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金城、黃富卿、

黃富澤、黃裕軒、楊安芸、楊承泰、楊宥霆、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楊淯淳、

楊淯淳、葉志明、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佩綺、葉松輝、

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松輝、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葉盈孜、

葉盈孜、葉盈孜、鄒國田、廖清香、廖清香、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趙春蘭、

趙春蘭、趙春蘭、劉怡雯、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潘朮恩、

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潘信伊、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

蔡如珍、蔡如珍、蔡如珍、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蔡艾靜、

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孟娟、蔡怡芬、蔡弼如、鄭雯、

鄭雯、鄭雯、鄭雯、鄭雯、鄭雯、鄧玉蘭、賴伯宏、賴俊嘉、謝宗朴、謝宗朴、

謝宗朴、謝阿雪、謝春惠、隱名氏、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蘇翌勝、

蘇翌勝、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硯霖、蘇筠庭、蘇筠庭、

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蘇筠庭、饒凱 

NT$290 李恩慈 

NT$284 王天旺 

NT$280 李明珠、林湘溱、陳家萱 

NT$272 林昀暄 

NT$270 黃德盛 

NT$267 羅傳鈞 

NT$260 鐘德隆 

NT$257 賴柏欽 

NT$256 羅育昇 

NT$250 邱芳瑜、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邱義昇、陳冠蓁、善心人

士 

NT$247 陳明隆 1 

NT$241 曾毓辰 

NT$240 陳素惠、鄭秀真 

NT$215 王俊評 

NT$207 林祐陞、黃科滬 

NT$202 賴昱榕 

NT$200 YANG、丁安黎、中獎發票、王中瀧.周舒嬌、王正棋、王正棋、王正棋、王呂金

華、王秀蓮、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明傑、王金山、王

俐允、王俐允、王淑月、王淑月、古其興、古智良、古楊秋雲、朱奕哲、朱柏宸、

江一雄、江沛璇、江沛璇、江沛璇、江沛璇、江沛璇、何沛筠、何沛筠、何景芳、

余建良、余建良、余祥、吳妙嫺、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吳妮曉、

吳妮曉、吳明維、吳玫茹、吳玫茹、吳勇勳、吳勇勳、吳勇勳、吳星魁、吳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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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寬、吳陳滿、吳鄭明泉.鄭雅元、呂王素治、呂秀雄、呂幸娟、呂素蘭、呂素

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

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

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素蘭、呂敏雲、李聿秦、李育辰、李育辰、李佩韓、

李佩韓、李宗軒、李宗軒、李宗軒、李宗軒、李家誼、李家誼、李淑映、李淑映、

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淑映、李喜評、李喜評、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

周育勝、周育勝、周育勝、周書呈、周敏玲、周淑華、周業誠、周業譚、周鎮坤、

周叡佑、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孟筠、林金在、林金在、

林長清、林長清、林長清、林長清、林玲君、林玲君、林玲君、林玲君、林玲君、

林淑惠、林許茶、林慧婷、祁遠、邵陳月雲、邱琍婷、施秀惠、柯彥慶、柯彥慶、

洪主恩、洪明惠、洪晨睿、洪晨睿、修嘉欣、修嘉欣、唐愛蓮、徐屬銘.徐甫萱.

張塾枝、徐栢楨、徐栢楨、徐栢楨、徐栢楨、徐栢楨、馬育萱、高明容、高明容、

高明容、高明容、高明容、張一傽、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張世佳、

張世佳、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鴻、張言麒、張言麒、

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言麒、張治明.李芳靜、張芳龍、張俊耀、張哲綸.

張仟又、張哲綸.張仟又、張庭瑜、張素敏、張素敏、張素敏、張欽聰、張欽聰、

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欽聰、張榮東、張榮東、張錦郎、張瀛榮、張瀛榮、

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瀛榮、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張鈺欣、

張鈺欣、曹清山、莊宥婕、莊萬盛、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許文凱、

許文凱、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許美智、郭志忠、郭芷瑜、郭晉佑.

呂曉維.廖卉榛...、郭晉佑.呂曉維.廖卉榛...、陳心怡、陳心怡、陳心怡、陳心怡、

陳心怡、陳心怡、陳文洲、陳月理、陳四賓、陳妍安、陳佩卿、陳姍緹、陳英美、

陳郁歆、陳福壽、陳麗安、陳麗蓮、陳麗蓮、章賢哲、曾慶生、曾慶生、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黃來炳、黃來炳、黃坤財、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

黃亭熒、黃亭熒、黃亭熒、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

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信志.黃睿宇、黃美蘭、黃壹姍、黃敬雅、黃敬

雅、黃敬雅、黃敬雅、黃敬雅、黃敬雅、黃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黃鄭純枝.黃

國維.黃淑君、黃薰仟、黃薰仟、楊子毅、楊金生、楊美惠、楊美惠、楊美惠、楊

美惠、楊羿涵、楊曜愷、楊曜愷、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溫秋子、

溫秋子、葉如純、葉玟妤、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董智美、

詹又瑽、詹潤妹、廖卉榛、廖怡鈞、廖宥菱、廖韋綾、廖振志、廖振志土木技師

事務所、廖偉翔、廖健鈞、廖晨翔、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管希燕、

管希燕、劉昌偉、劉芷蓁、劉冠良、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劉淑芳、

劉淑芳、劉碧珠、劉碧珠、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劉賜枝、

歐樹輝、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潘李淑娥、蔡

玉琬、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玲玉、蔡梅香、鄭春黎、

鄭春黎.蔡卓志、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鄭純枝.黃國維.黃淑君、蕭宇恩、賴品岑、

賴品岑、錢思潔、駱世偉、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謝靜惠、

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鍾孟庭、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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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文沇、藍文沇、藍文沇、譚正德、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嚴淑美、

嚴淑美、蘇俊益、蘇俊益、蘇啟瑜 

NT$189 羅櫚吉 

NT$180 吳麗緗 

NT$172 張廷宇 

NT$170 游崧瑜、劉姵玲 

NT$162 宋長有 

NT$158 紀柏誠、黃兆琳 

NT$153 方家葳 

NT$150 吳兆耘、呂王素治、呂世偉、呂秀雄、姚建賢、許添能、許添能、許添能、許添

能、許添能、許添能、郭濡君、劉信宏、歐惠珍、蔡蕙茹 

NT$135 張詠綺.施向宇 

NT$125 張宏光 

NT$120 吳純美、吳純美、吳純美、李毓玲、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林瑞龍、

林瑞龍、殷慕蘭、劉建協 

NT$118 李宜峰 

NT$115 王鵬輔.葉譯璟、王鵬輔.葉譯璟、王鵬輔.葉譯璟、翁睦盛、翁睦盛、黃立瑩、廖

禹媃、賴建凱 

NT$110 李文慧.黃誠、李文慧.黃誠 

NT$109 竇羽凡 

NT$104 陳文傑 

NT$103 黃馨瑩 

NT$100 九如閱室、十方菩薩、十方菩薩、十方菩薩、王呂金華、王呂金華、王呂金華、

王宥程、王秋桂、王培政、王培政、王培政、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王御愷、

王御愷、王御愷、王畇霏、王煒宣、王煒宣、王煒宣、田鑫、田鑫、田鑫、田鑫、

田鑫、田鑫、地基主、江宥蓁、何珮瑜、余桂伶、吳旭遠、吳昱嫻、吳淑鈴、吳

曉昀、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

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

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

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呂清龍.呂秀玉.呂郭玉霞.王懷德.

呂昆庭.呂承諺.呂承翰、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李永鏘、

李愛群、李愛群、李盟田、李盟田、李瑩津、李瑩津、李瑩津、李瑩津、李麗玉、

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李栢霆.李欣憶、

李栢霆.李欣憶、林千惠、林千惠、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林天南、

林天南、林伊瑩、林吳麗美、林宏霖、林育晴、林彥緯、林柏成、林柏成、林柏

成、林柏成、林柏成、林柏成、邱政緯、邱琍婷、邱琍婷、邱琍婷、邱馨慧、邱

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邱馨慧、侯宇陽、侯建業、俞玉燕、俞玉燕、

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俞玉燕、施清三、施賴金美、段永駿、段宜辰、段磨

萱、段應陞、洪羽蓁、洪羽蓁、洪承暘、洪承暘、洪浚澔、洪嘉宏、洪嘉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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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廷、胡俊廷、唐蔡阿麥、唐蔡阿麥、夏冬成、孫艷琴、孫艷琴、孫艷琴、孫艷

琴、孫艷琴、孫艷琴、徐小姐、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殷凱黎、殷

凱黎、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袁天民、高孟淳、康雅芳、

康鋐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張岱萍.張龔梅枝、張岱萍.張龔梅枝、張語翰、張瓊方、

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張瓊方、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莊柏祥、

莊柏祥、莊柏祥、許林好、許傑惟、許善惠、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許頌嘉、

許頌嘉、許頌嘉、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許瓊慧、郭芳玉、

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芳玉、郭暖、郭裴昕闔家、陳三村、陳仁

傑、陳月理、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秀好、陳佩君、陳佩君、陳

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怡華、陳明華、陳阿治、陳信夫、

陳彥仁、陳彥炘、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思穎、陳美玉、

陳美玉、陳美玉、陳美玉、陳美玉、陳美玉、陳敏麗、陳靜儀、陳靜儀、陳豐逸、

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傅珮珮、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

曾文昕、曾文昕、曾文昕、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曾冠之、

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敬宗、曾新旻、曾新旻、曾新旻、

曾新旻、曾新旻、曾新旻、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

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善心人士、賀氏、賀氏、賀氏、

賀芬、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仁藝、黃文良、黃永豪、

黃永豪、黃立婕、黃秀英、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黃育祥、

黃淑鈴、黃鄉蓮、黃瓊誼、楊文豊、楊文豊、楊巧亘、楊怡慧、楊初枝、楊初枝、

楊政達、楊淑卿、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

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淦沅、葉慶龍、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

解炳杭、解炳杭、解炳杭、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解夢芳、

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善宇、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

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黃依潔、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詹龍雄、

詹龍雄、詹龍雄、廖黃貞妹、趙承蓁、趙玫香、趙星瑜、趙家慧、趙莊明妹、趙

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趙莊明妹、劉芷蓁、劉芷蓁、劉芷蓁、

劉俊廷、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姿伶、劉晨寧、劉晨寧、

劉晨寧、劉晨寧、劉晨寧、劉晨寧、劉婷婷、劉曉慧、德德、潘銘華、練秀香、

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秀媛、蔡宗言、蔡政州、蔡景州、

蔡景州、蔡景州、蔡榮祿、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鄭美惠、

黎瓊姬、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盧姿尹、賴秀鳳、賴秀鳳、

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秀鳳、賴品岑、賴彥凱、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

賴曉珮、賴曉珮、賴曉珮、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謝順美、

鍾清暉、鍾瑋倫、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隱名氏、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

簡仲良、簡仲良、簡仲良、簡彤伊、簡彤伊、簡彤伊、簡彤伊、簡彤伊、簡彤伊、

顏偉哲、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魏銘毅、羅淑貞、羅淑貞 

NT$100 羅凱駿、藥師佛、藥師佛、蘇立娟、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蘇汪幸、

蘇汪幸、蘇建勳、蘇建勳、蘇會章、蘇會章、蘇雍貴、蘇雍貴 



PntDate:2021/6/9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Pg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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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捐款期間: 2020/07/01 - 2020/12/31 

金額 芳名 

 
NT$99 李進成 

NT$95 莊舜祺 

NT$93 王絜甯 

NT$90 秦加恩 

NT$80 黃見文 

NT$73 王寶慧 

NT$72 葉穆融 

NT$71 楊瀚庭 

NT$70 吳俊毅 

NT$64 陳長福 

NT$63 李尚螢 

NT$60 林裕恒、蔡榮武 

NT$52 王俊傑 

NT$50 林昆輝、徐陳金英、徐陳金英、許妙筑、連阿香、陳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陳

正輝、陳正輝、陳正輝、黃美琇、蔡宗哲 

NT$49 林靖軒 

NT$30 李子奎、李美容 

NT$28 李旻軒 

NT$10 張幀玲 

NT$8 王仁杰、劉心彤 

NT$7 周馨予、蔡哲宇 

NT$4 巫政達、曾琬婷 

 


